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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的标签需要避免静电危害的时候

PPG TESLIN® 标签使之成为可能
无论是数码打印还是当撕开不干胶标签的底纸时，所产生的静电会导致不良率上升
的同时，还会影响产能。静电不仅会导致打印重影，还会造成其它的打印缺陷。
撕下底纸时标签所产生的累积静电，会导致标签粘在一起，变得难以打印。
同时静电也是危险的。在危险易燃的环境中会引发火灾威胁到人身安全。
PPG TESLIN® 不干胶标签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减少这些问题。与其它合成标签
不同，Teslin 特殊的微孔结构，使其能吸收和消散静电。除此之外，其优越的防水、
防化学腐蚀，耐磨和耐高温的特性，在标签领域也有广泛的应用。
如果您想提高生产率，减少不良率和保护您重视的人，请尝试使用Teslin 标签。
如想要了解更多或查询免费样品，请访问以下网址： teslin.com/trylabels-zhcn.

© 2021 PPG Industries, Inc. 保留所有权利。 Teslin 是 PPG Industries Ohio, Inc. 的注册商标。

用途广泛，耐用和优越打印效果的Teslin标签，
是应对客户严苛挑战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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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团队

服务团队
全球标签印刷系列展览会是以布鲁塞尔、芝加哥、上海、深圳、新德里、泰国、墨西哥为
举办地，覆盖全球主要市场的大型标签、包装印刷专业展览会，同时，还在中南美洲和非
洲等地区定期举办区域性的高峰论坛。我们拥有在英国、北美、拉丁美洲、中国、印度、
日本、中东和非洲的优秀服务团队，为展商提供最杰出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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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限塑令”到“禁塑令”，再到“十
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提
出，环保、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成了
各行各业的热词。
在标签领域，随着千禧一代、Z世代
为主的消费者的环保意识提高，终端品
牌客户为了迎合消费者、提升品牌形象、
扩大竞争优势，不断向产业链施压，促使
标签材料、胶水、印刷设备、印后加工等
供应商纷纷推出环保的创新产品和解决方
案。本期杂志，我们将围绕碳达峰、碳中
和以及众多的环保解决方案，探讨绿色新
趋势对我国标签乃至整个印刷行业带来的
挑战与机遇，同时回顾由标签学院举办
的《锚定“3060”，印企如何开启“绿
色、低碳、环保”新征程》直播课程的
主要内容。
6月下旬在北京举办的China Print
2021上，惠普、赛康、柯尼卡美能达、爱
普生、弘博智能、润天智、浩田、云帛、
德拉根、普理司、科思机电、瑞邦、德曼
仕等企业展示了一系列数字化印刷、印后
整饰及模切解决方案，旨在用数字化技术
为标签行业的绿色发展提供助力。同样，
本期杂志我们将深入现场为您带来展会的
第一手资料。
以凹印为主的软包装由于受环保政策
影响，让部分中短单业务开始流向标签印
厂，再加上炜冈、中特、万杰、鸿胜等国
内领先的设备供应商相继推出系列幅宽为
480—680mm的印刷设备，标签印企可从
事的业务不仅限于不干胶标签印刷。我们
还能做什么？今年12月7—10日在上海新
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第十届亚洲国际标
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Asia 2021）
上将一一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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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与贴标》英文官网推出订阅服务
一款全新的行业在线教育服务体系正式推出，入口：www.labelsandlabeling.com。

《标签与贴标》英文官网首次推出订
阅服务，注册用户可以无限次进入标签学
院图书馆在线阅览图书，或观看标签学院
大师班课程的录制视频。截至发稿，标签
学院已正式出版16本专业书籍，发布150篇
学术报告，录制了20多个标签学院大师班课
程以及标签峰会的演讲视频，未来更多的专
业内容将陆续上线。现已出版的标签学院系
列丛书，包括：
• 传统标签印刷技术与工艺
• 数字标签与包装印刷技术与工艺
• 软包装印刷技术与工艺
• 收缩膜套标加工技术
• 不干胶标签：标签与品牌商从业指南
• 标签印刷油墨、涂料与清漆
• 标签设计与创意
• 环境保护与标签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 模切技术及其相关工具
• 产品装饰技术
• 标签装饰技术与特殊应用
• 贴标技术
• 编码与编码技术
• 品牌保护与防伪标签、包装技术

• 标签市场与行业应用
• MIS管理系统与工作流程自动化
标签学院大师班录播视频课程，包
括：
• 数字印刷技术
• 软包装印刷
• 全球标签市场概览
• 针对标签加工商的市场与机遇
• 品牌保护与产品设计
• 标签营销与市场机遇
• 创建经得起未来考验的企业
注册后，用户即可看到上述所有内
容，这比单独购买某一课程或书籍可节约
80%的经费，且内容会不断增加。注册用
户有效期为一年，这期间可无限次进入网
站观看所需内容。作为《标签与贴标》读者
可以尊享20%优惠，优惠码：LAL20，请在
www.labelsandlabeling.com注册时使用。
本系统既适合个人学习使用，也适
合单位集体购买，指导员工提升业务素
质。对此感兴趣的单位或集体可以邮件联
系：advertising@labelsandlabeling.com。

2022印度国际标签印刷
展览会时间更新了！
考虑到疫苗接种以及建立牢固免疫屏障需要
的时间，新一届印度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
（Labelexpo India）将安排在2022年11月9—12日
印度德里诺伊达世博中心举办。

“鉴于目前印度新冠肺炎疫情形势
严峻，我们不得不取消今年的展会。”印
度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展会总监Pradeep
Saroha先生遗憾表示，“我们预期一年后
随着疫苗接种范围扩大，免疫屏障树起，
业界信心将由此恢复正常，商贸往来增多，
展会也将于2022年11月9—12日举行。”
印度标签协会（LMAI）总裁Kuldip
Goel补充道：“对于塔苏斯集团现阶段的
决定，我们全力支持，我们认为这是对行业
和所有从业人员应有的负责任的态度。我们
期待疫情结束后，全印度标签、包装印刷业
能于2022年11月再次相聚。届时，印度标
签协会大奖之夜（LMAI Awards night）也
将会在开展后的首日隆重举办。”
上届印度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于2018
年11月举办，曾吸引了来自55个国家和地
区的上万名专业观众参观展会，全球250家
领先的供应商悉数参展。

广彩标签入驻上海
全面布局华东市场
上海分公司的成立是广彩标签的一个新起点，
预示着公司将在华东地区开启新的征程，创造
更加美好的未来。

今年5月23日，广彩标签（上海）有限
公司在上海市嘉定区正式投产运营。
广彩标签（上海）有限公司自2020年
6月份开始筹备，历时一年。目前该公司投
资额达到1500万元人民币，车间面积达到
2000平方米。截至发稿，公司的首条标签
生产线——捷拉斯ECS 340柔印机已正式
投入生产。据广彩标签（上海）总经理计
情介绍，未来两年广彩公司的投资额将达
到6千万元人民币，生产线达到4台，预计
年产值将达到8千万元人民币。
广彩标签总经理计从日表示：“2020
年新冠疫情的暴发，使得国内外交通、物
流受阻。广彩标签上海分公司的成立，正
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交货的时效性，提
升我们的服务质量。”

“华东是中国标签行业的三大生产基
地之一，更集中了农夫山泉、娃哈哈、康
师博、统一、光明、亿滋等众多的品牌终
端客户，我们非常看好标签在这一领域的
发展潜力。”计从日补充道。
现阶段，华东地区的业务量仅占公司
总业务量的10%，未来两家公司将以区域
优先的原则进行标签订单的加工和生产。
目前，广彩标签广州工厂配有5条进口

柔印生产线，主要生产矿泉水、食品、饮
料、酒水、日化、药品、保健品等多个行
业的不干胶标签产品，客户涵盖了双汇、
王老吉、广东温氏乳业、鲁花、华洋等多
个知名品牌。
2020年，广彩标签的年产值达到1.2
亿元。随着华东分公司的投产，预计2021
年公司总产值将达到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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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汇印刷投资万杰
WJPS-350胶印机
成东印刷和点汇印刷实行业务互通模式，两家
公司会根据订单的特点、工艺要求、交付时间
等进行优化排产。
塔苏斯集团标签印刷系列展览会中国区项目总监刘涛（左）、沧州永正印务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玉杰（中）与浙江中特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林孝余（右）

永正印务借助中特Smart 680积极开拓收缩套标业务
永正印务不仅能更好地为现有客户提供膜类标签产品，还可以开发并拓展公司在收缩套标的市场
业务。

沧州永正印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
年，是集印刷、设计、包装印后加工等于
一体的综合性标签印刷企业；可提供普通
标签、卷筒不干胶标签等印刷制品；产品
主要应用于食品、饮料等领域，其中纸类
标签与膜类标签占比为1:1。
中特Smart 680系列组合式印刷设备，
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组合胶印、柔印、
丝印、凹印、烫金、上光、覆膜等多种印
刷工艺，适用于印刷不干胶、铜版纸等纸
类以及膜类、金属箔承印材料。
此次永正印务选购的这台中特Smart
680印刷设备，包含6个胶印机组+2个柔
印机组，由于替代了传统凹印生产收缩套
标，使得生产过程中的VOC排放量更低；
组合的印刷方式，集合了胶印+柔印的优
势。该设备还配有水冷辊、LED干燥、自
动套印等组件，并已于7月上旬安装完毕。
选择该设备，永正印务先后花了2年的
时间进行测试、打样。对此，永正印务执
行董事李玉杰表示：“现阶段，收缩套标
以其广泛的适用性、360°的展示面积、
快速抓人眼球的货架效应、极具价值的防

篡改密封性能，以及使用后从容器上剥离
可实现环保回收等优势，迎合了千禧一代
和Z世代等消费主体。未来，随着消费者
对包装产品的视觉与环保要求，市场对收
缩套标的需求量将逐步增加。这台设备引
入后，永正印务不仅能更好地为现有客户
提供膜类标签产品，还可以开发并拓展公
司在收缩套标的市场业务，这正是公司目
前发展所需要的。”
“对于食品、饮料等领域的品牌客
户，其对供应商的产能、交货周期要求非
常高。尤其随着人工成本的增加，永正印
务急需一台高效率的生产设备来提升公司
产能。中特Smart 680的生产效率可以达到
间歇式胶印机的3倍左右，可以在很大程度
上提高公司的生产效率和服务及时率。”
李玉杰补充道。
目前，永正印务拥有小森750四色印
刷机、330中特间歇式轮转印刷机、模切
设备，以及自动检测设备等印刷、印后全
套的生产加工设备，公司年产值达到3千
万元人民币。

东南亚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延期至
2023年2月9—11日举办

点汇印刷位于广东省东莞市，注册成
立于2021年。公司主要从事工业不干胶标
签、办公用品类标签产品的印刷与加工生
产。近日，点汇印刷投资一台万杰WJPS350胶印机，用来满足公司不断增长的业
务量需求。
“点汇印刷虽是一家新成立的企业，
但公司位于东莞市温塘社区的成东印刷已
满负荷生产，车间面积和设备的使用率都
已达到最大化，无法继续满足新增加的业
务需求。”点汇印刷总经理谢金全表示。
此次安装的这台万杰WJPS-350胶印机
是点汇印刷投资的第一台印刷设备。
“这台设备的印刷质量、印刷幅宽、
印刷速度等都非常符合公司目前的订单生
产需求。新设备的安装，在提高公司产能
的同时，还将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新业务
的拓展。”
目前，成东印刷和点汇印刷实行业务
互通模式，两家公司会根据订单的特点、
工艺要求、交付时间等进行优化排产，从
而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成东印刷拥有员工50人。2020年因
新冠疫情带动，消毒、药品类的标签需求
激增，成东印刷公司的年产值比2019年提
高了50%。
“相信有这台新设备的加持，今年两
家公司的销售额能提高700—800万元，人
均年产值达到60—80万元。”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蔓
延，使万杰科技海外业务受到影响。公司
及时调整战略，成立广东分公司—东莞冀
鑫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深挖国内市场。万
杰科技承诺将在分公司储备充足的备品、
备件，更好地为华南地区的客户提供优质
的产品和服务。

展会延期举办是为了获得更大规模的展出效果，创造新的辉煌。

东南亚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英
文：Labelexpo Southeast Asia）主办方
塔苏斯集团宣布，该展会的举办日期将由
现在的2022年5月12—14日，延期至2023
年2月9—11日举办，地点依旧是泰国曼谷
国际贸易展览中心（BITEC）。
东南亚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项目经理
Richard Quirk先生对此诚恳地表示：“展
会延期举办是为了获得更大规模的展出效
果，创造新的辉煌。根据原计划排期，东南

亚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的举办时间仅晚于我
们全球最大的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Europe（欧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2周的
时间，这样一来，难免会引起展商、观众
之间的资源重叠，甚至是竞争。所以我们
不得不重新调整日期，以确保更多的展商
参展，更多的观众参观展会，创造展会收
益最大化。”
“我们认为2023年2月将是最恰当的时
间点。届时，久别的行业同仁将很高兴再次

重聚曼谷。在当前的环境下，探索新市场
对所有企业都很重要，尤其是东南亚市场
规模不断扩大，未来充满无限潜力，而东
南亚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对所有相关人士
来说都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东南亚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于2018年
首次举办，即取得巨大成功，吸引了来自
62个国家的8000多名专业观众和174家国
际展商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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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锚定“3060”，
印企如何开启“绿色、低碳、环保”
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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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碳中和将给标签印刷业
带来什么？
在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被列为2021年重点任务之一。习近平主席4
月22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再次强调，力争2030年前中国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那么，什么是碳达峰、碳中和？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对我国标签乃至整个印刷行业将带来什么？

什么是“碳”？
“碳”指的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排放出来的各类温室气体。
为了便于统计计算，人们把这些温室气体按照影响程度不同，折
算成二氧化碳当量（CO2e），所以常常用二氧化碳指代温室气
体。但要注意，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它只是全球公认的6种温
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
和六氟化硫中的一类。

什么是碳达峰？
碳达峰是指一个区域、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在一段时间内（以
年为单位）达到最高峰值。碳排放达峰并不单指在某一年达到最大
排放量，而是一个过程，碳排放首先进入平台期并可能在一定范围
内波动，然后进入平稳下降阶段。我国承诺2030年前，二氧化碳的
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降低。

什么是碳中和？
碳中和则是指一个国家、地区、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
定时间内（一般是一年）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以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碳中和从定义看起来很复杂，其本质就一句话，就是想尽办
法把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处理掉，实现 “排放=吸收”（参
见以下示意图）。

碳达峰与碳中和二者关系密切，达峰的时间晚、峰值高，碳
中和的实现时间长、难度大。所以前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尽
早实现碳达峰是促进碳中和早日实现的关键。
2020年9月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我国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
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即解释为：从现在至2030年，
我国的碳排放仍将处于一个爬坡期，在2030年前的某一年会是碳
排放的极大值；随后，碳排放进入平台期逐年下降，并在2060年
最终实现“零排放”。

如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一项复杂且具体的工程，它涵盖能源、经
济、气候、环境等诸多领域，涉及政府、企业、公众等多个层面。
因此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措施亦是复杂、多样的。
但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注意：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
围内的暴发和蔓延，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各种严格措施要求人们隔
离在家，关闭国际边境，这使得人类的陆路、空中交通以及工业
活动行为大幅减少，在第一次封锁期内全球二氧化碳日排放量比
2019年日均水平下降了17%；2020年全年碳排放量预计比2019
年下降5%。人们已经切身感受到污染减少了，空气更清新了。
世界主要气候变化组织、机构以及各国政府已经注意到疫情
暴发期间环境的改善，接下来将会采取更严苛的环境保护节能减
排政策，以延续甚至加速空气的清洁与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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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0年底开始到今年以来，碳达峰、碳中和已经成为中国
高级别会议上的热词，多项措施齐头并进。作为落实我国二氧化
碳排放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的核心政策工具之一—全国性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于今年6月底前启动线上交易，它将通过市场机
制促进二氧化碳减排和企业技术创新，引领社会投资向低碳绿色
产业倾斜。

碳达峰、碳中和对标签印刷业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全球已有1000多家领先企业将“低碳”作为其
供应链的目标之一。已有12个国家及地区通过立法要求其企业实
行碳标签制度，沃尔玛、家乐福、乐购、IBM以及宜家等企业均
已要求其供应商提供碳标签。
所谓“碳标签”，是指把商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
碳排放量信息以标签的形式标识出来，以告知消费者单位产品的
碳排放量。由于产品上有了碳标签信息，就可以引导消费者选择
更低碳排放的商品，从而达到减少碳排放、缓解气候变化的目的。
统计显示，67%的顾客更倾向于购买低碳足迹产品，约44%的
顾客愿意转向购买低碳足迹产品。所以说，碳标签会对不同类型的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产生影响，尤其随着学历层次和月收入水平的提
高影响增大，愿意为低碳产品支付更多费用的意愿也更加明显。
为了能将碳标签体系推广到世界各国以期降低全球碳排放，
以欧盟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积极考虑将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挂
钩，着手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出口商品时加注碳标签。业内专家就
指出，以低碳认证为主的绿色壁垒已成为国际贸易壁垒新趋势，
低碳、环保已不仅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将直接影响到企业
出口，甚至是企业的存亡。这一点尤其值得品牌标签制造企业、
或从事外贸加工的标签企业关注，做好国内外政策走向把控，主
动了解上游客户需求变化。
中国人常说“打铁还需自身硬”。随着碳达峰目标、碳中和
愿景的公布与逐步落地，国家的碳减排路径和政策法规也越来越
清晰。可以预见，未来在政府市场手段与行政手段“两手抓”的
共同作用下，行业又将面临新一轮绿色洗牌，这就要求企业在节
能减排、绿色发展方面率先有所布局。

企业如何实现绿色低碳
现代企业运作发展离不开能源的使用，基于碳中和的战略背
景，无论企业大小都应该思考如何实现根本性的零碳转型。对于
标签印刷企业，可供参考的方法有以下几点：
一、积极抢抓政策机遇
为落实“2060年碳中和目标”，国家层面正在加快构建宏
观、微观一体化的碳中和政策体系，各地方政府也在全力推进各
个行业的清洁化改革，并为激励企业创新，促进产业升级提供了
更多的政策倾斜。这对尚处在绿色转型阶段的企业来说，是政策
层面上的有力支撑。
二、管理节能+技术节能双管齐下
将“碳中和”目标纳入发展战略规划中，企业才能未雨绸缪，
积极布局未来。因此企业需要建立完善的碳排放管理体系，设置合
理、有效的碳减排目标，并定期核查碳减排表现。
在印刷企业开展绿色低碳行动时，可采用先进且适用的环保
节能技术。在生产过程中，节电节气、提升能效，亦可以通过实
施节能减排奖罚措施，达到控制能源消耗的目的。

碳排放权交易
碳排放权交易，顾名思义，就是将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当商品
一样买卖。
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年初，有A、B和C三家公司，每年
政府发放给3家公司的碳配额都是100吨/年。若A公司因加大研
发投入、开展技术创新，到了年底还富余二氧化碳配额10吨，
它就可以在碳交易市场上出售这10吨配额来获取利润。反观B公
司，在这一年为了扩大产能，加班加点生产，却没有钻研如何节
能改造，结果到了年底碳排放超过配额20吨，这时，它只能以
市场价格从其他企业购买碳排放权以抵消超出的碳排放。再观C
公司，不投入研发，也不购买碳排放权，其碳排放超过碳配额就
得接受罚款，而且罚款额由政府设定且远高于其投入研发或购买
碳排放权的成本。
根据国家规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参与主体为发电行
业年度排放达到 2.6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综合能源消费量约 1 万
吨标准煤）及以上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并在此基础上，逐
步扩大重点排放单位范围。
北京作为全国首批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省市，从2013年
开始启动碳市场工作。到2020年度，纳入碳市场管理的重点碳
排放单位有859家，其中13家印刷包装企业进入名单，需报送年
度排放报告、检查报告并完成碳排放履约工作。而年综合能源消
费总量2000吨标准煤（含）以上的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
及其他单位，为报告单位，有北京雅昌等6家印刷包装企业进入
名单，需按要求提交上年度碳排放报告。

三、主动迎合消费者的偏向喜好，助推品牌美誉度构建
随着可持续消费意识的兴起，消费者对产品的关注已不仅仅
停留在满足基本需求，更多人开始追问产品在设计、生产、运输、
销售以及使用过程中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像谷歌、联合利华、宜家
以及雀巢等知名品牌企业不仅会努力减少企业本身对环境造成的影
响，还会将减少碳排放的目标融入到整体供应链管理战略中，以减
少产品碳足迹，提升品牌形象及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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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碳达峰目标、碳中和愿景的公布与逐步
落地，国家的碳减排路径和政策法规也越来越
清晰。可以预见，未来在政府市场手段与行政
手段‘两手抓’的共同作用下，行业又将面临
新一轮绿色洗牌，这就要求企业在节能减排、
乐购在英国售卖的产
品上贴上碳标签

包装、标签印刷是为商品服务的配套产业，而包装和标签本
身又是商品的展示窗口。主动迎合新时代下消费者对“环保、高
端、品质”的需求，是提升品牌美誉度、赢得客户忠诚度的关键，
也是包装、标签印刷企业持续吸引客户，实现长足发展的关键。
四、与上下游价值链合作
标签从出生到消亡，要经历原材料采购、运输、制造、印刷、
贴标和废弃物处置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
响。现在，利用先进的技术可以就标签在整个生命周期对环境造
成的影响进行评估，甚至能准确计算出碳排放量。若将数据分享
给终端客户和品牌商，乃至整个供应链，无疑都会对节能减排做
出巨大贡献，并创造更多的新机遇。

全球在行动
出于对标签加工企业的帮扶，世界上主要的标签组织及协会
长久以来一直密切关注行业对环境的影响、法律法规变化，积极
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发展循环经济。
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标签印刷分会多次组织峰会，
积极探讨实施绿色经济与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
欧 洲 不 干 胶 标 签 协 会 （ F I N AT ） 将 行 业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列
为其六大工作重点之一。除了定期举办全球性可持续发展大
奖—“FINAT SUSTAINABILITY AWARDS”外，还专门创建了
一个可持续发展门户网站：www.ﬁnat.com/sustainability，旨在
向会员提供关于可持续发展、回收利用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全部
信息。除此之外，其每两周发送一次的电子讯息，涵盖了协会环
保倡议、生命周期评估报告以及食品安全等项目。
而FINAT可持续发展、回收与管理事务委员会的作用则是代
表成员的共同利益向欧洲相关部门决策者反应会员心声，发起新
项目，通报相关领域的政策与法规等。
在FINAT的积极倡导下，美国吊牌和商标制造商协会（TLMI）
与其共同制订了生命周期分析（LCA）指导文件及各部门的实施
方法。
TLMI专门为标签行业设计了环境管理系统，并与美国柔性版
技术协会（FTA）共同支持第三方组织—可持续绿色印刷伙伴关
系（Sustainable Green Printing Partnership）的可持续绿色打印
机认证（SPG）的实施。同时，TLMI还与其他协会合作，制订了

绿色发展方面率先有所布局。
资源最小化使用方法及回收整体解决方案，并积极参与其他环保组
织的活动，如塑料回收协会（APR）和可持续包装联盟。
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零售商、非政府组
织、院校、包装和标签印厂以及原材料供应商和加工商在某种程
度上已经联合起来，利用各自的专长直面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挑战。
首先，市场上出现了多个通用的环境管理系统（EMS）。这
些系统和数据库集成可以对环境管理人员实施培训、监督，汇总
企业内外部环境绩效。
其次，不干胶标签行业内多家领先企业相继宣布加入标签循
环经济（CELAB）联盟。该联盟是一个全球性的联盟组织，横跨
整个供应链，旨在利用会员的专业知识，在整个行业中推广不干
胶模切排废料和底纸废料回收利用的相关知识，通过提供解决方
案，促进不干胶标签材料循环经济的发展。
一旦当设计师、原材料加工商、设备供应商、标签印刷加工
企业，乃至品牌商和消费者等涉及标签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携
起手来共同推进减排措施，将为我们的行业和企业带来全新的机
遇，如：
• 产业升级，转型加速
• 优化供应商管理
• 捕捉降本增效机会
• 发现、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业务
• 建立绿色环保、可持续的品牌形象
……

结束语
今年5月6日，第十二届彼得斯堡气候对话视频会议开幕式上，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德国 “碳中和”的时间将从2050年提前到
2045年。此消息一出，引起极大的关注。这意味着能源革命将从
原来的“渐进和过渡式”转变为“急剧和压缩式”，留给大家的
时间越来越短。未来正来，标签行业企业需要把握先机，早做准
备，始终处于可持续、碳减排和碳中和未来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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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企业如何应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作者：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行业专家 肖翔

“对于一些品牌企业来说，
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自第三
部分。因此，品牌实现减碳和
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在于，核
实和减少其供应链上产生的
碳排放。这也是为什么标签企
业作为包装材料的供应商，虽
然没有强制性的减碳任务，但

图1.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趋势图

十

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人类进入了以
石油化工、内燃机、电力应用为标
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然而，随着石油和
煤炭的大量消耗，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急剧增加。
面对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排放
带来的诸多环境问题，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变
化行动相继开展：
• 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
• 1997年《京都议定书》提出发达国
家从2005年开始率先承担减少碳排放量的
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从2012年开始承担
减排义务。
• 2015年气候大会通过《巴黎协议》。
该气候变化协定由全世界178个缔约方共同
签署，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
动作出了统一安排，其目标是将全球平均
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
氏度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
1.5摄氏度以内。
• 2018年10月18日，政府间气候变化
委员会IPCC提出1.5度特别报告，指出全
球变暖给人类造成的影响，远远高于之前
的预测。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
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我国将提
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
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
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碳排放国。2019
年碳排放量为98.25亿吨，占世界总体碳排

放量的28.75%。碳排放总量是美国的2倍，
欧盟的3倍。因此，中国的碳目标受到全球
瞩目，并将引发中国经济、产业、科技以及
生产、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等领域的一场深
刻革命。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将碳减排指标
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长期规划，并制定了相应的国内统计、
监测、考核办法。
那么，企业碳排放的源头有哪些呢？根
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和世界可持续发
展工商理事会（WBCSD）发布的《温室企
业核算体系：企业核算与报告标准》，企业
全价值链温室气体排放范围归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企业持有或控制排放源的直接温
室气体排放；第二部分，电力间接温室气体
排放；第三部分，其他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出现在非企业持有或控制排放源。

是也不得不在品牌客户的要求
下，进行自身碳排放的核查工
作。”

对于一些品牌企业来说，温室气体排放
主要来自第三部分。因此，品牌实现减碳和
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在于，核实和减少其供应
链上产生的碳排放。这也是为什么标签企业
作为包装材料的供应商，虽然没有强制性的
减碳任务，但是也不得不在品牌客户的要求
下，进行自身碳排放的核查工作。
从企业层面来说，要实现碳中和，大体
有哪些步骤呢？请参见图4。

图2. 这张图显示了二氧化碳（单位：MTCO2，即百万吨二氧化碳）的五大
来源（左栏），以及其主要地区分布（中间栏）和国家（右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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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装市场，可持续发展正
成为最大的影响因素和包装使
用类型。”

图3. 企业碳排放的源头简要示意图

图4. 企业实现碳中和的主要步骤

第一步：企业核算碳排放。
第二步：企业减少碳排放。首先要根
据碳排放的核算结果制定企业碳目标，然
后在企业内部确定减少碳排放的措施，最
后通过技术创新或行业转型等手段在企业
内实施减排工作。
第三步：企业抵消碳排放。企业通过减
碳行动减少了不必要的碳排放，剩余的在现
阶段不可避免的碳排放，可以通过购买碳信
用的方式进行抵消，实现“净零排放”。
第四步：企业通过第三方认证机构对
其减碳过程和结果进行核查，以证实其可
信性。
第五步：企业对利益相关方进行声明。

对于企业来说，减少碳排放是一个系
统工程。企业的碳管理涉及企业各个部门。
首先，从公司的管理架构来说，企业内部
首先要形成共识，明确碳中和目标与发展
路径；确定目标和发展路径后，企业需要
制定相应的指标体系，用来监控执行的进
程；其次，要建立专门的团队或培养专业
的人员，来负责减排措施的管理和执行；
企业内部还需要建立碳信息管理系统，实时
掌握碳数据，并依据信息反馈及时调整；最
后，企业要定期披露企业碳目标实施进展，
与利益相关方保持顺畅沟通。
在初期阶段，企业往往通过
提高能源效率、优化工艺流

程和开展节能减排措施减少碳排放。其中
一些有条件的企业，会率先使用太阳能、
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除此之
外，已经有一些企业开始投资基于自然的
解决方案。如2021年4月，苹果公司与保护
国际基金会（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和高盛（Goldman Sachs）共同设立2亿美
元的碳清除计划基金。该基金既能产生财务
收益又能产生真实、可衡量的碳影响。保护
国际基金会将确保项目符合严格的环境和社
会标准，高盛负责管理基金，苹果公司供应
链和产品中剩余的25%碳排放通过该基金中
的碳予以解决。
在Smithers发布的《包装的未
来：2030长期战略预测》中明确指出：在
包装市场，可持续发展正成为最大的影响因
素和包装使用类型。此外，可持续包装也被
全世界公认为解决全球挑战的关键领域。全
球四分之一的塑料原料用于包装，而目前全
球塑料包装回收率仅为14%。标签企业作为
包装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直接决定了包装
的可持续属性。例如，标签材质和大小的选
择，会决定包装消费后的可回收性能；经过
轻量化设计的标签可以大大减少包装整个生
命周期的碳排放；标签企业对自身废料的管
理，会影响到包装行业未来的永续发展等。
然而，挑战也是机遇。标签企业如果能在这
次可持续发展的浪潮中抓住机遇，定会脱颖
而出，抢占先机，获得更高的市场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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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发展究竟能持续多久？
Jordan Hart先生从产品生命周期，尤其是产品衰退期着手，深度探讨新型可持续包装运动的产品选择以及可能带来
的改变。

全

球越来越多的企业致力于更持久的可持续性发展，但是大
多数企业却不清楚应该从何入手，哪些产品又是可持续性
发展的最好选择。可循环（recyclable）、可生物降解（biodegradable）与可堆肥（compostable）材料、政策法规与废料处
理之间往往很难把控。随着品牌所有人对可持续性产品需求的增
加，行业供应商、标签加工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不禁
思考怎样的选择才是真正可持续？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数据显示：过去50年，人类消
耗的资源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与过去相比，人类生存环境所面
临的风险及挑战不断增高，对可持续性标签与包装解决方案的需
求也随之增长。
在这场关于环境的运动中，毫无疑问，消费者是最主要的推
动力。根据欧洲不干胶标签协会（FINAT）发布的第14版关于欧
洲窄幅轮转市场现状与未来的Radar报告所述，当被问及标签加
工商拥有环境认证有多重要时，75%的公司表示：这是选择供应
商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评判标准；另有25%的公司选择了“至关
重要”，并表示：他们的标签供应商必须通过环境认证，而且只
能从已通过环境认证的公司采购标签。
尽管追求可持续性发展的动力首先来自消费者层面，但它却
像滚石般推动着企业与行业滚滚向前发展。在最近召开的“可堆
肥标签网络研讨会”上，艾利丹尼森公司表示：“千禧一代和Z
一代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随着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成
为更大的消费群体，对可持续性产品的需求将会激增。”
在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上，千禧一代和Z一代更愿意把钱花在
实际行动上。艾利丹尼森公司表示，“约75%的消费者愿意为具
有可持续包装的产品多花10%—25%的钱。”
市场需求十分明确，但是企业在实施可持续性发展的过程中
并非十分美好，甚至有可能招致失败。可持续性发展需求尽管由
客户和消费者驱动，但仍需要企业在公司层面上进行指导，以确
保设定的目标经努力后能够实现。比如，各国浪费情况严重，尚
拥有巨大的改进空间。2018年，美国环保署报告称：有效回收了
6900万吨废料，其中2500万吨用于堆肥。虽然这一数据看上去
很鲜亮，事实上经过对比，您会发现差距巨大。因为，2018年美
国城市固体废料总量为2.924亿吨，人均每天产生4.9磅废料。尽
管另有3500万吨固体废料通过燃烧转化为能源，但是，最终仍有
超过1.46亿吨（约一半）的城市垃圾被填埋。
同样根据美国环保署数据，虽然垃圾填埋的比例已经从1960
年的94%下降到2018年的50%，但总量仍持续增加。美国环保署
还发现，从1960年至2018年间，垃圾总量增加了2.043亿吨。虽
然垃圾回收率已由1960年的6%提升至2018年的32%，但是却被
垃圾总量的增加抵消。

“约75%的消费者愿意为具有可持续包装的产品
多花10%—25%的钱。”
在中国，固体垃圾中多一半来自厨余垃圾，远超世界平均水
平。世界银行数据显示，高收入国家厨余垃圾比例约为32%，且
可回收的干垃圾，如塑料、纸板和金属等占比较高。世行预测，从
2016年至2050年全球固体垃圾总量将增长70%，而其中超过三成
是通过填埋、焚烧等对环境不友好的方式进行处理。
美国环保署表示，废料管理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没有一种万
全的废物管理方法适合于任何情况下管理所有的废料和废水。可
持续发展有许多不同的途径及方法，如：回收再利用、使用生物
可降解材料和可堆肥材料等。虽然现在还没有成熟的“一刀切”
解决方案，但所有的努力共同促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让我们的
地球更健康。

可回收再利用的材料
可回收再利用的材料，顾名思义，即可以转化为原材料并用
来制造新的产品的材料。它的最大特点是不需要消耗新的资源。
回收再利用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头戏，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接
受，普遍推广实施。正如《财富》杂志所指出，回收有两个关键
点：一是，各个部分必须是可回收的；二是，须使用适当的系统
将回收材料重新投入生产流。
所有可回收材料的回收属性不尽相同。《卫报》就发现，回
收的铝是最直接、最有价值的回收物，且非常环保。比如，用回
收的铝制作罐头可以减少多达95%的碳足迹。仅从上述内容即可看
出，铝是一种值得回收的材料，因为它既保留了经济价值，又拥有
材料的使用价值。对于塑料制品来说，情况则复杂的多。《卫报》
表示，虽然理论上几乎所有的塑料都可回收，但是大部分却不能
被再次利用。因为过程复杂、投入成本高，而且最终的产品也只能
降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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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财富》杂志所指出的，回收的关键之一在于建立
适当的回收材料分类与处理系统。《卫报》调查发现，在洛杉矶
县的回收机构中一些仍具使用价值的塑料材料，如废塑料水瓶、
洗衣粉罐子、牛奶瓶等，与其他回收物混合在一起直接被填埋或
送进了焚化炉，这与客户的期望大相径庭。洛杉矶并不是美国唯
一一个这样做的县，其他许多地区也都遵循着同样的做法。现实
与回收再利用的理想主义相去甚远。
标签行业正在努力提高包装的可回收性。本刊之前曾报道
过，来自包装价值链的85家企业和组织已经联合起来，评估一种
开拓性的数字水印技术是否能够在欧盟内部实现更好的包装分类
以及更高质量的回收效率。若分类处理的好，可以大大提高回收
质量，这就使得宣传回收再利用材料时更有抓手、更具吸引力。
挑战无处不在。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使用回收后再造的材料
以及可回收材料。加拿大标签加工商Labelcraft就专门采购由100%
消费后再造纸制成的离型底纸，且这种离型底纸能在生命周期结束
后依旧具有回收性。传统离型底纸由于使用了大量的有机硅涂
布，很难回收，而其Enviroliner离型底纸在大多数的
回收设施中均可回收。这项创新为Labelcraft赢
得了美国2020柔印技术协会（FTA）可持
续发展卓越奖。
EcoEnclose公司生产的100%可
回收、100%可循环利用的离型底
纸，以及其零废料（Zero Waste）
离型底纸均可用于贴纸、产品标
签以及运输标签。
同时，欧洲不干胶标签协会
（FINAT）Radar报告显示，23%
的受访企业表示已经参与离型底
纸回收计划，可以将所有
的底纸
进行回收；另有20%
的受访公司表示他
们对部分底纸进行
了回收。

可生物降解的材料
生物可降解材料开辟了一条看似很有前途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很多人并不能完全分得清楚什么是可生物降解，什么是可堆肥，它
们之间又有何关系？如果这个材料是可生物降解的，它可堆肥吗？
如果它是可堆肥的，能被生物降解吗？答案既否定，又肯定。根据
《健康》杂志，“生物可降解”可以定义为一种能够自然分解，
而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的物质。这样的解释看起来与“可堆肥”没
有太大区别，二者的关键区别仅在于：堆肥始于有机材料，而非
合成材料。每一种可堆肥的材料都是可生物降解的，但是一些可
生物降解的材料如果不是从有机材料开始，可能就不能被堆肥。
如果一种物质在土壤中分解，并不意味它对环境是中性的。
可持续性分析还须考虑分解过程消耗的时长，以及这些资源能否
被重复使用。
“生物基”是一个非常引入瞩目的新词，尤其是在指塑料材
料时。美国环保署将生物基塑料定义为：用植物材料而非石油或
天然气制造的塑料。但不能仅仅因为这些材料是由植物制成，就
理所当然地认为它们可以在环境中安全分解。美国环保署认为，
生物基塑料可以在结构上被设计成与石油基相同的结构，如果这
样设计，它们在环境中就可能像石油基塑料一样耐用。因此，生
物基塑料在设计初始，应该被设计成可生物降解或可堆肥的。

可堆肥材料
可堆肥材料需要在工业设施中进行处理后才能分解，而生物
可降解材料理论上则不需要。可堆肥材料如果处理得当，将会被
完全分解，然后作为原料再生成更多的资源。
最近，在艾利丹尼森举办的一场网络研讨会上指出了可堆肥材
料的两个关键特征：其一是分解需要时间，堆肥过程应该在三个月
内完成；其二是剩下少量的残渣，或没有。对于可堆肥材料，它应
该为植物留下营养，而不是残留毒物，危害植物。
最常见的可堆肥塑料是聚乳酸材料（PLA）。它使用可再生
的植物资源（如玉米、木薯等）提取的淀粉原料制成。艾利丹尼
森公司高级产品经理Kaetitia Kasl表示，在使用可堆肥材料时，包
装结构的每个部分，如基础结
构、油墨或是粘合剂等，都
应该单独认证，然后形成
一个完整的结构。
对于终端用户来
说，与传统塑料相比，可堆
肥塑料的
优点多多，包括良好的成分
可见性、冷冻安全性、制
造过程中较低的能耗以及
较低的温室气体排放等。
可堆肥材料还需要符
合各国制定的不同的严苛
标准。在美国，美国测试
和材料协会（ASTM International）是制定标准的监
管机构，而美联邦贸易委
员会（FTC）是执行这些标
准的机构。EN 13432是欧盟
推出的工业堆肥认证，ASTM
D6400是北美堆肥化塑料规范。
为了符合欧盟EN 13432认证，产
品需要满足严格的标准，即经过3个
月的堆肥、并通过2毫米的过筛后，材
料不能留下相当于原始质量10%以上的
残留物。认证程序还包括，监测产生的堆肥
对植物生长的影响，以检查其是否具有任何生态毒
性。因此，由认证材料制成的堆肥能够直接用于农业生产。
许多标签产业链企业已经奋起，积极迎接挑战。艾利丹尼森
无BPA及获得FSC认证的热敏标签材料与新型SX6030粘合剂的
结合，成功获得“OK堆肥”（OK Compost）认证，该组合为品
牌提供了更具可持续性的包装新选择。其S9500粘合剂也通过了
欧盟EN 13432工业堆肥标准。
Herma有两款符合欧盟EN 13432工业堆肥标准的粘合剂和标
签组合。PURE Labels的可堆肥、可生物降解、无树、纯素不干胶
标签亦符合欧盟EN 13432工业堆肥标准。
芬欧蓝泰标签的RafBio产品系列包括：生物可降解的纤维素
膜、PLA膜、纸质面材和生物可降解的粘合剂。这些产品均符合
欧盟EN 13432工业堆肥标准，且纤维素膜还是家用堆肥材料。
除了材料制造企业，行业内的各企业均在积极从事可持续发
展方面的研究。HP Indigo公司推出的数字印刷油墨符合欧盟EN
13432工业堆肥标准，可用于家庭和工业环境的堆肥。

对于可生物降解的更多顾虑
为了能够被完全分解，可堆肥材料必须在产品生命周期结束
时进行正确的处理。事实上，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比妥善处理可
回收材料的概率还要小。美国环保署明确表示，可堆肥塑料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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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用于工业堆肥，不能用于家庭堆肥。那些贴有可堆肥标签的
塑料一般会被送到工业或商业堆肥机构进行处理，因为这些机构
的设备更专业、温度更高，分解条件也不同于普通家庭的堆肥箱。
美国环境保护署还明确指出一点：可堆肥塑料绝不能用于回
收。如果回收的话，它们会与其他塑料混合，导致污染并扰乱整
个回收流程。
如果可堆肥材料不能在工业堆肥设施中被处理掉，也不能与
传统材料一起回收，那么它们是否可以被直接送到垃圾填埋场堆
肥？人们可能会从字面意思上理解“可堆肥材料”的含义，认为
它们会自行分解，最终变成肥料。但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垃圾填
埋场并不是堆肥的理想环境。
《因为健康》杂志的Emma Zang-Schwartz女士在文章中介
绍了工业堆肥设施与垃圾填埋场的主要区别，她表示：工业堆肥
设施通过调节温度、湿度和气流，以确保可堆肥材料尽快分解。
如果这些可堆肥材料能够获得一定氧气并能定时被翻动，堆肥效
果会更好。而垃圾填埋场的情况恰好相反，那是一种厌氧环境，
大部分填埋物无法获得氧气。
消费者在家中进行堆肥，也不是一个值得大规模推广的可行
方案。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一些企业现在已开始避免使用最常见的
可堆肥塑料—PLA。Nature's Path是一家家族式的有机食品制造
企业，专门生产健康类食品。该公司尽量不使用包括PLA在内的所
有玉米基塑料，因为他们发现“消费者几乎不可能自行堆肥”。
艾利丹尼森公司在网络研讨会上也指出，如果可堆肥塑料在
生命周期结束时能获得正确处理，将带来诸多好处，但仍有不少
缺点。值得注意的是，可堆肥塑料很难与传统塑料区分开来，特
别是它们不能用于滚烫的食物或液体包装，且需要特定的存储环
境。此外，包装的各个部分也必须是可堆肥的，这就需要特种油
墨和粘合剂。
总的来说，可堆肥包装正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大步向前迈进，
但发展的前提是需要配套的基础设施跟得上其步伐。

首要原则：减少和再利用
可减少（Reduce）、可再利用（Reuse）和可循环（Recycle），合称3R，按照重要性顺序，罗列出包装废料的处理等
级。艾利丹尼森公司有个较长的废料管理等级，分别是可减少
（Reduce）、可再利用（Reuse）、可循环（Recycle）、可堆肥
（Compost）、能源再生（Energy recovery）和可填埋（Landﬁll）。
无论如何，第一步都始于可减少（Reduce），即减少材料用量，
包括消费者的使用数量和制造商生产的包装数量。
Loop公司引领着可持续性发展运动。据该公司介绍，其“一
次性”包装理念将上世纪经典的“老酸奶”包装模式又重新带了
回来。消费者只需支付一笔小小的押金，即可将采用可持续包装
的产品带回家，用完的空瓶或包装袋或由快递公司代收，或者消
费者直接送到回收商店换领押金。这些回收来的瓶子经过消毒灌
装后，将再次进入流通领域，重新回到消费者手中。
该 创 意 由 回 收 公 司 Te r r a C y c l e 的 创 始 人 To m S z a k y 提
出。Szaky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希望能够将“老酸奶”
包装模式推广到所有商品上。他特别强调，“Loop不是一家产品
公司，而是一家废料管理公司。我们在生产产品之前就已经开始
关注浪费和废料处理。”
Loop公司的观点及行为可能会影响一批企业，甚至在未来有
可能成为行业标准。这就是说，未来标签加工商不仅仅扮演着标
签印刷、加工的角色，更要担负废料管理的角色。这种观念上的
转变需要从可持续的设计和包装材料的选择开始，即从供应链前
端开始，而非仅关注在产品寿命终结时如何进行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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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芬（Dove）清新止汗香体膏已开始使用不锈钢容器，且未来只销售替换装。尽管替换装
也有包装，但较原包装使用的塑料减少了54%。

“据欧洲不干胶标签协会（FINAT）发布的第
14版关于欧洲窄幅轮转市场现状与未来的Radar
报告所述，当被问及标签加工商拥有环境认证
有多重要时，75%的公司表示：这是选择供应
商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评判标准；另有25%的
公司选择了‘至关重要’，并表示：他们的标
签供应商必须通过环境认证，而且只能从通过
环境认证的公司采购标签。”
Szaky认为，与其限制设计和包装，不如采取一切可行的行
动方案。通过从“一次性”转向“可重复使用”的包装，企业将
解锁设计的各种无限可能，促使包装设计师将产品的耐用性置于
一次性之上。
许多大的品牌商亦已加入到Loop倡导的可持续发展行列中。
譬如，多芬（Dove）的清新止汗香体膏已开始使用不锈钢容器，
多芬（Dove）表示，未来只销售替换装。多芬（Dove）公司称
这款产品是“为地球而造，旨在为生命而设计”。当然，其替换
装也是有包装的，但替换装要较原多芬（Dove）清新止汗香体膏
使用的塑料少54%。而且，据多芬（Dove）公司官网显示，多芬
（Dove）目前使用的塑料有98%是可回收的。
我们需要认清事实，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趋势既不会消失，也
不会终结。既使污染减轻，未来环境没有进一步恶化，但是无论
如何，“一次性”消费主义都需要改变。未来已经给我们敲响警
钟，可持续发展运动将会为更智慧的设计和更具有创新的包装提
供发展契机。
包装印刷行业在绿色未来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标签与包
装对产品寿命终结时的命运选择也将起到越来越关键的作用。通过
供应链前端的设计和材料的选择，标签、包装将有可能获得更长的
生命周期。正如Loop所说，废料管理应始于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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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标签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标签是包装的组成部分，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标签材料的选择，不仅需要考虑其对生产效率和包装整体外观产
生的影响，更要考虑到其对产品安全性的保证。芬欧蓝泰标签通过在生产、产品以及法律等多个层面贯彻执行ISO
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行动，生动诠释了对食品安全的承诺，为消费者的健康保驾护航。

欧蓝泰标签贯彻执行ISO 22000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行动，生动诠释
了对食品安全的承诺。

芬

装的来源以及包装与食品的相互作用，以
确保自身健康。

背景：食品安全越来越受到
重视

此类事件发生后，众多地区和国家相继
出台了诸多与食品包装相关的法律法规，对
食品包装进行严格管理。
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的暴发，以及
随后频频曝出的产品外包装存在被病毒污染
的案例，人们对食品及食品包装安全的关注
程度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食衣住行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四
项基本要素，而食更是首当其冲，只有先
解决“食”的问题，人类才有余力兼顾其
他三项。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社会文明程度
的提高，人们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开始越
来越关注食品的安全问题。
2005年，某国际知名公司的奶粉中被
检出包装油墨成分，导致大量产品被召回，
进而该公司的品牌形象也因此严重受损。事
件发生后，食品安全意识觉醒的人们，对食
品包装愈发关心。他们不仅会阅读标签、
了解产品自身的相关信息，并且还关心包

标签在食品包装中的重要性
标签是包装的组成部分之一，扮演着
至关重要的角色。标签材料的选择，不仅要
考虑其对生产效率和包装的整体外观产生的
影响，更要考虑其对产品安全性的保证。特
别是在食品领域，很多标签是直接粘贴在食
品表面而非包装上，因此对标签材料、胶黏
剂的安全性又有了更高的要求，甚至需要考
虑食品的类型及其与标签材料、胶黏剂的适

宜性，这样才能确保标签具有正常性能的同
时，又符合食品安全相关规定。

芬欧蓝泰标签为消费者健康保
驾护航
作为全球最大的标签材料供应商之一，
芬欧蓝泰标签深知标签在食品中的重要性，
并始终将标签材料的安全性放在首位。从产
品设计到生产制造，芬欧蓝泰标签的每一个
标签解决方案，在交付前都必须符合企业对
于食品安全的严苛要求和标准。
为保证标签的安全性，国际、国内有关
组织制定了一系列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标准。
这其中，获得广泛认可的当属ISO22000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ISO22000是国际通行的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它将HACCP（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危害分
析和关键控制点）原理作为方法应用于整个
体系；明确了以危害分析作为安全食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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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策划的核心，并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所制定的预备步骤中的产品特性、预
期用途、流程图、加工步骤和控制措施，以及沟通作为危害分析及更新的输入；同时将
HACCP计划及其前提方案动态、均衡的结合。ISO22000适用于“从农场到餐桌”食品
链中的所有企业组织，通过对食品链中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危害进行分析，确
定控制措施，以保证食品供应链自始至终的安全可靠。
实施这一结构严谨且成效显著的预防性食品安全控制体系，可以对食品原料和加工全
过程的安全危害依据其显著程度实施分类控制，确保食品中潜在的显著危害得到预防、消
除或降低到可接受水平，从而使提供的食品可满足消费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要求。
在食品安全方面，不仅有国际认可的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在国内也有
一系列的法规和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不干胶标签）相关法规和标准

芬欧蓝泰标签同样也是实施这些标准的领先者。
在生产实践层面
截至2018年末，芬欧蓝泰标签在欧洲所有的工厂全部取得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证书；2021年初，芬欧蓝泰标签常熟工厂通过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成为国内行业率先通过这一认证的企业。芬欧蓝泰标签贯彻执行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
体系的行动，生动诠释了对食品安全的承诺。
在贯彻执行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同时，芬欧蓝泰标签还按照GMP相关要
求，对标签材料的生产，在原辅料采购、加工、包装、贮存和运输等各个环节，遵循对
场所、设施、人员的基本卫生要求和管理准则。
芬欧蓝泰标签在常熟工厂专门成立食品安全小组，定期进行内部审核，以确保日常
工作的合法合规性。而食品安全已成为芬欧蓝泰标签日常生产生活中的一部分，旨在为
消费者的健康保驾护航。
在产品层面
芬欧蓝泰标签为食品提供的各种纸张、薄膜标签材料，均符合GB4806系列标准对食
品接触用纸和纸板、塑料材料的相关规定，可以用于与食品直接接触的应用中；同时，芬
欧蓝泰标签还为这些纸张和薄膜材料，开发了符合GB 968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
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的搭配使用的胶黏剂，从而形成了“标签材料+胶黏剂”
的完整食品安全标签解决方案。
在法律层面
芬欧蓝泰标签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法》的要求，并能为食品标签产品提供符合性声
明（DoC），以证明食品标签材料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和标准。内容包括：遵循的法规和
标准，有限制性要求的物质名单及其限制性要求和总迁移量合规性情况，以及产品使用
条件等。

小小标签促进国际食品贸易
食品安全问题不仅直接与公众健康相关，而且对国际贸易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随
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食品贸易的增加，各国都制定了严苛的食品安全技术法规和标准，
对进口食品的质量安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在食品安全领域，每个地区、每个国家，
对于食品安全的要求不尽相同。运行满足食品安全管理的国际标准体系，提供符合食品
安全及其他相关法规的标签材料，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食品企业与国际食品安全管理通
行规则对接的需要，也是我国强化食品安全管理大趋势下企业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的产品
品质保证要求。作为标签材料供应商，必须确保自己的产品能够满足各个地区和国家对
于食品安全的要求，才能够实现产品在全球范围内销售的畅通无阻。
在美国，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用于美国市场的食品包装的标签材料，

其胶水组分必须符合FDA 21 CFR§175.105
Adhesives非直接食品接触的相关要求。而
在欧盟，针对标签材料，也有包括Framework Regulation（EC）No1935/2004所
有与食品接触的材料、Regulation（EC）
No2023/2006与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相关的
GMP要求、Regulation（EU）No10/2011
与食品接触的塑料材料及制品在内的诸多
严格的法规。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法
律法规不仅适用于标签材料制造商，而且
适用于使用相关包装材料的食品企业。如
果食品包装材料不能满足这些法律法规的
要求，那么使用该包装材料的食品则不能
在上述国家和地区进行销售，否则同样是
违法行为。而芬欧蓝泰标签的产品可以同
时满足这些高标准的要求，从而解决了食
品企业的后顾之忧。
芬欧蓝泰标签积极采用国际先进的食品
安全管理体系，并提供符合国际食品安全相
关法规要求的包装材料，有效避免了技术法
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对国际贸易构成的
不必要障碍，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芬欧蓝
泰标签也因此成为食品企业、食品包装企业
的最佳合作伙伴。

结束语
芬欧蓝泰标签可以为食品标签产品提
供符合性声明（DoC），致力于提供合规
及安全的食品标签解决方案，让标签真正
成为食品安全的保护者。小小标签，守护
着您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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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肯有机硅：
持续创新，赋能循环经济新未来
埃肯作为全球领先的先进硅基材料供应商之一，自1904年成立以来，深入挖掘市场需求，推出基于客户的持续创新
产品与服务，旨在赋能客户打造循环经济新未来。

埃

肯是前不久刚宣布成立的中国中化控
股有限公司旗下的海外上市公司，
隶属于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埃肯成立于1904年，是全球领先的先进硅
基材料供应商之一。
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和行业积累，目前
埃肯的业务基本遍及整个价值链，从石英、
专业有机硅、专业硅铁合金到碳材料等，
并在这些领域获得了强有力的市场地位。
埃肯公司总部位于奥斯陆，拥有27个
生产基地，超过6800名专业技术过硬的工
作人员。公司设有全球化的销售办事处和
代理商网络，既确保了与客户之间的密切
联系，又能直接进入具有吸引力的终端市
场。凭借全球化的运营平台、雄厚的研发
实力及优质的技术服务，埃肯有机硅在离
型剂和压敏胶市场一直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埃肯有机硅UV自由基型离型剂Poly112产品

深入布局中国市场
亚太地区是埃肯公司全球业务的重要
组成部分，而中国更是其整个业务的重中
之重。埃肯公司一直非常重视且看好中国
市场，目前公司的亚太区离型剂和压敏胶
业务的80%来自于中国。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标签和胶带需求市
场。“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及至进一步
恶化对经济和社会造成严重影响。中国作为
最早解封、复工复产的国家，经济复苏的步
伐走在世界前列。这些大大提升了中国经济
韧性和投资者信心。”埃肯有机硅亚太区离
型涂布和压敏胶业务市场经理朱凌云表示。
“随着国内各个行业的恢复，市场对
基础化工材料有机硅离型剂和压敏胶的需
求明显提升。”
埃肯公司整合国际资源，加大在中国
的产能投资和市场开发力度。在离型涂布
市场，公司高层批准了埃肯研发史上的最
大一笔投资—310万欧元，在中国上海研
发中心安装一台中试涂布机及相关配套设

埃肯有机硅Optima 2020系列产品

备，以便更好地服务中国及亚太区的离型
涂布客户。
埃肯公司收购广东聚合后，充分整合并
利用双方的技术优势、渠道及市场资源，以
期实现协同增效，进一步提升对有机硅压敏
胶客户的服务能力和市场开发力度。

与此同时，埃肯有机硅持续提升上下游
产能和技术研发力量，全力打造埃肯有机硅
亚太区有机硅离型剂和压敏胶生产基地、技
术研发与服务中心，立足国内，服务全球。

22 | 专 题

品接触认证机构）等。如今随着中国经济
水平持续发展，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
借助埃肯本地化的快速产品设计定制能
力，SILCOLEASE™ 900系列产品已经在
客户端得到广泛认可，未来该产品将继续
拓展至适应国内乳液涂布线运行条件下的
多基材应用场景。
埃肯有机硅作为全球极少数拥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UV自由基和阳离子离型
剂技术的公司，100及200系列产品已广泛
应用于卫材、防水卷材、无底纸标签等领
域，同时该系列产品还通过了与皮肤接触
相关的法规要求。
现阶段，溶剂型产品受到环保和安全
方面的影响，将逐渐被无溶剂技术取代，
然而在某些领域，如电子行业，仍然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电子产业升级
的大背景下，原本专属于欧美、日韩市场
的电子/光学级离型膜产业必然会在国内迎
来发展新契机。顺应这一趋势，埃肯公司

埃肯有机硅亚太区离型涂布和压敏胶业务市场经理朱凌云

一方面引进公司在欧美市场的成熟技术，
另一方面积极开发适应国内应用条件的产
品，为相关产业突破瓶颈提供有利帮助。
与此同时，自收购广东聚合后，埃
肯公司的有机硅压敏胶部门通过技术融合
及互补，可在过氧化物型与加成型两个领
域持续为客户提供满足各种需求的定制化
方案。
此外，“针对国内防水材料领域，埃
肯公司解决了高温下离型层性能降低的难
题，推出专业性的针对解决方案，得到用
户的极大认可。”张寅补充到。

循环经济新未来
埃肯有机硅亚太区离型涂布和PSA应用与技术服务团队负责人张寅

基于客户的持续创新
“得益于埃肯公司在有机硅领域60多
年的技术沉淀，埃肯在有机硅离型剂领域
有着较为全面的技术手段和解决方案。从
溶剂型到无溶剂型、再到乳液型，从普通
热固化到UV光固化，终端应用涵盖离型涂
布的各个应用领域，技术手段一应俱全，
能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产品与服务。”市
场经理朱凌云如是说。
基于中国市场客户，埃肯公司整合多年
来积累的国际市场资源，深入挖掘国内市场
需求，从而为客户提供有针对性的专业、特
色产品与服务。
“与欧美发达市场相比较，国内标签
市场竞争激烈，对价格更为敏感。有机硅
离型剂必须具备并加强由于体系降本造成的
对胶水和基材的适应性，以确保其应用性能
不受影响。”埃肯有机硅亚太区离型涂布和
PSA应用与技术服务团队负责人张寅表示。
目前埃肯推出的创新产品包括：适用

于无溶剂高速涂布技术的Optima 2020系
列、SILCOLEASE™系列乳液产品，以及
基于UV自由基和阳离子离型剂技术的100
和200系列产品。
比如Optima 2020系列中的Poly 600
系列，通过结构设计可实现在更低的温
度、更低的铂金水平以及更短的烘箱时间
条件下固化完全，不仅能够帮助客户降本
增效，同时也大大降低对铂金催化剂的消
耗，尽可能减少由此对环境造成的资源与
能源负担。
“该产品系列顺应整个下游产业对无
溶剂高速涂布的工艺要求，主要适用于传
统的标签应用和户外广告耗材领域，不仅
助力客户节能增效，还能降低产品对贵金
属消耗的依赖。”张寅介绍到。
SILCOLEASE™系列乳液产品主要应
用于食品包装和烘焙领域，该产品符合各
种严格的国际食品法律法规，如FDA（美
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BFR（德国食

埃肯有机硅作为有机硅行业的引领
者，一贯坚持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的发
展理念，并致力于将其融入到产品设计、
生产、销售的全流通过程当中。
“随着国内对生产过程排放、使用
过程中循环再利用，以及相应法律法规的
落地，再加上标签客户自身在应用领域对
个性化、专业化和特殊化转型的需求，市
场对有机硅离型剂在安全、环境保护、产
品性能方面的要求也不断提升，有些方面
甚至超过欧美发达市场的要求。”张寅
表示。
作为CELAB（标签循环经济全球联
盟）和CDP（碳排放项目）的成员，埃肯
公司将继续保持在溶剂和无溶剂应用方面
领先优势的基础上，重点加强环境友好型
乳液和UV的产品开发，践行对循环经济
和行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承诺。2020年，
埃肯公司获得EcoVadis可持续发展金奖认
证，CDP企业可持续性评级A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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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可水洗标签解决方案

可持续才是真时尚！
汉高重新定义绿色包装标签应用
6月4日，由本刊举办的《锚定“3060”，印企如何开启“绿色、低碳、环保”新征程？》线上直播课程特邀汉高
大中华区包装事业部标签与胶带高级技术工程经理贾小珑与市场战略经理张萌萌共同分享了汉高在包装领域，促
进循环经济发展，推进可持续包装宏伟目标的社会实践和具体的产品应对措施。

百年企业，历久弥新
汉高是一家实力雄厚，有着140多年悠
久历史的成功品牌企业。
汉高以洗涤剂的研发、生产起步，历经
百年，业务逐渐扩展到粘合剂、化妆品/美容
用品、家用护理等多个领域，成为业务遍布
全球120多个国家，拥有员工5.3万名，2020
年销售总额超过193亿欧元的全球性企业，
更拥有妙力、施华蔻、斐丝丽、乐泰、宝莹
等众多家喻户晓的品牌。
汉高公司与中国有着非常深厚的渊
源。自1988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汉高粘
合剂、化妆品及美容用品两大业务的全球
三大市场之一。2011年是汉高里程碑式的
一年，自这年起，汉高在上海建立起全球
最大的粘合剂工厂—“龙工厂”以及汉高
粘合剂创新中心等世界领先的技术研发、
生产基地，形成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全中
国乃至整个亚太区的网络布局。

可持续才是真时尚！
汉高作为全球日化与精细化工巨头，
在过去30年间以身作则，持续关注并致力
于创新科技，并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公司文
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纳入集团目标性
增长战略中，承诺以更少的资源创造更多价
值。汉高利用自身优势，不断革新技术，为

上下游客户持续不断地提供环保解决方案。
“汉高是为数不多的、早在30年前就
开始从事可持续发展相关工作的全球性企
业。”贾小珑介绍道，“早在1992年，汉高
即发布了第一期可持续发展报告—《环境
报告》，并在报告中明确了汉高的环境保护
原则。自此，每10年汉高都会在可持续发展
方面取得里程碑式的进展。2000年，汉高可
持续发展委员会开始指导全球各个团队在各
个国家内开展相应的可持续发展工作。2010
年，汉高制定出20年发展大计，即《2030
年可持续发展战略》，其核心是‘用更少
资源创造更多价值’以及‘创造3倍于现在
的价值’，该可持续发展战略适用于所有
业务部和整个价值链。”
“2020年是汉高‘20年发展大计’的
中期。截至到2019年年底，汉高的总效率
较2010年提高了56%，提前实现了2020年
的三个目标，即二氧化碳排放减少了31%；
每吨产品产生的垃圾减少了40%；职业健康
和安全水平提高了42%。与2010年相比，
每吨产品的用水量减少了28%。”汉高超额
完成了中期目标，创造了“绿色真时尚”！

汉高在包装领域可持续发展
实践
作为汉高集团全球三大业务领域之一，

汉高粘合剂技术凭借粘合剂、密封剂和功
能性涂层，引领当今市场发展潮流并不断
塑造未来市场。
在我们熟悉的包装和消费品业务领域，
汉高积极倡导循环经济，以客户需求为己
任，通过研发创新的解决方案，为食品饮料
包装、尿布和卫生用品、膏药贴和绷带、衣
服和鞋子、家具等领域提供高效、可持续，
且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
就标签的可持续发展，汉高从两方面
入手，一是从标签的可持续性和可再生性
方面着手；一是从环境保护、回收再利用
方面着手。两方面，汉高均有成熟的产品和
项目进行中，可以更好地迎合国内新VOC
排放管理标准。
“具体而言，汉高的可持续发展实践
分布在4个领域，其一是履行社会责任。具
体步骤包括：用较少的资源去争取更大的成
就，为客户贡献更多的价值，代表性产品是
无底纸标签；努力提高产品性能。为了确保
获得同样的性能，汉高开发了高固含量的胶
水，通过使用更少的溶剂，优化了能源使用
条件和效率；致力于提高产品的安全和对人
体的健康。汉高通过不断丰富的产品线和
UV光固化压敏胶技术，满足了更多客户对
环境保护的诉求。”
“其二从能量和技术管理角度来看，
汉高一直在开发新技术以减少整体能耗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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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UV光固化压敏胶技术就是我们最典型
的产品之一。除了目前市场上讨论比较多
的自由基型UV光固化压敏胶，汉高还开发
出阳离子UV压敏胶，拓宽了整个产品在终
端应用的适用度。”
“最后两个均是关于废弃物管理。一是
关于胶水包装，汉高通过采用大型包装的方
式，一方面减少了包装废弃物，另外一方面
大的包装可以通过回收再循环利用。从废水
处理来讲，汉高在热熔胶生产过程中，通过
easy-Melt工艺，实现了工艺过程中冷却水
的循环使用。”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
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指出，中国将
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
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前
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前实现碳中和，
即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或间接产生的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以抵消尽可能多的碳
排放，造福人类。“汉高在实施可持续发
展过程中，与中国政府颁布的一些法律、
法规以及规划处的发展趋势不谋而合。”
张萌萌补充道。
“汉高对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可以总
结为三个方向：一是通过减少能源消耗、节
约资源的办法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无底
纸标签即属于这个范畴。二是大力发展循环
经济，譬如水洗标签。三是大力促进行业的
健康与安全发展。汉高UV光固化压敏胶技
术可减少环境排污，安全系数高，且汉高
所有产品都注重安全性测试。”
“上述是汉高公司通过不同的策略和战
略去实现环保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措施。对于
包装行业我们需要怎么做？”她提出思考，
并强调“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定义绿色包装在
标签中的应用”。

汉高重新定义绿色包装标签
应用
无底纸标签粘合剂
一枚普通的不干胶标签可分为：面材、
粘合剂和离型底纸三层。而无底纸标签，顾
名思义就是没有底纸的不干胶标签，是近几
年被广泛关注的一项技术。它的优势显而易
见，相对含底纸标签，一枚无底纸标签可节
约1/3的材料成本。因重量的降低，相应地
也减少了储存和运输的成本。并且，在同
样卷径的情况下，一卷无底纸标签可以增
加60%的标签数量，减少了贴标过程中的
停机换卷时间，有效提高单位时间内的贴
标数量。最重要的是，它解决了传统标签
处理废弃离型纸和离型膜的费用以及由此
造成的环保问题，因此对环境更加友善。
统计数据显示，无底纸标签相对传统标签
可减少15%的环保问题。

《锚定“3060”，印企如何开启“绿色、低碳、环保”新征程？》直播现场。汉高大中华区包装事业部标签与胶带高级技
术工程经理贾小珑（左）与市场战略经理张萌萌（右）

目前市场上超过50%的标签应用领域
可采用无底纸标签，尤其是与我们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的市场领域，如运输标签、物
流标签、生鲜食品标签等非常适合使用无
底纸标签。从前制约无底纸标签发展的打
印、贴标技术正在不断提升。随着人们环
保意识的日益提高，无底纸标签的应用将
不断扩大，应用前景将更加宽广。
汉高无底纸标签粘合剂不会影响容器
回收。粘贴于塑料制品、玻璃瓶上的标签
能够轻易被清洗移除，处理后的容器可更
高效的被回收、循环再利用。
汉高无底 纸标 签粘 合剂在 帮助 客户
提高效率，提升产品表现和安全性能的同
时，也最大限度地减少浪费，降低能源消
耗及环境破坏。
可水洗标签压敏胶
汉高针对 可水 洗标 签，推 出水 性和
UV两种压敏胶产品系列。重点解决了玻璃
瓶及PET瓶的回收与循环再利用问题，尤
其是纸标产品，可更方便地从瓶身上彻底
移除，从而实现瓶子的同级回收与利用。
汉高水性可水洗压敏胶无毒、无害，
能够减少材料浪费和碳排放。相较于传
统胶水，在标签移除过程中还可以减少
用水。
汉高UV型可水洗标签压敏胶，不含溶
剂，无VOC排放顾虑。因此，对生产过程
及工人健康没有伤害，更加绿色环保；既
可节约包装材料，又能节省运输成本；低
粘度，更便于标签的涂布工艺，且耐UV、
耐热性高，透明度较高，在实际生产中具
有非常优秀的应用和表现效果。
可水洗标签不会因淋溅到水而从包装
物上剥落，只有在特定的温度和pH值条件
下胶水才会使标签轻松剥离。因此，大可
不必担心可水洗标签在运输和应用等过程
中的粘合性问题。

UV固化压敏胶
UV固化压敏胶产品之所以更环保，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空间和能量的节省。一般的传统
水性、溶剂型胶水产品需要20—30米甚至
更长的烘干通道，占地大且能耗高。而UV
固化的产品由于含UV光引发剂，只需简单
的UV光照射下，即可在短时间、小空间内
实现固化。因此，可使用传统的热熔胶涂
布线，配合UV灯组，大大节省了空间及能
量的消耗。
二、相较溶剂型胶水，UV固化产品不
含任何溶剂，其固化性能可以与丙烯酸酯
压敏胶性能相匹配，因此降低了使用过程
中对环境和人体的危害。
三、目前市面上常用的UV产品大多基
于自由基技术，而汉高可提供自由基和阳
离子两种固化方案。固化原理不同，产品
的性能也各不相同。自由基UV胶水可涂布
厚度度达到100g/m2，而阳离子UV固化胶
水的涂布量则可以更高。因此节约了能源
的消耗，从而满足市场和客户追求更节约、
更环保的需求。
“随着国内对有机溶剂排放、气体排放
等实行更严格的总量控制后，汉高承诺将以
更低的成本，实现更高的效率，来满足更广
泛的应用需求。用创新技术，推动行业实现
可持续发展。”贾小珑经理强调道。

结束语
粘合剂在一个包装当中的占比不到5%，
但就是这个小小的5%可能影响到整个包装
之后的回收再利用。汉高通过创新不断的
技术创新，尽可能减少粘合剂对环境影响，
以实际行动印证习总书记的一句话：“让低
碳、绿色生活成为新的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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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现代食品标签的起源与发展趋势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蔓延，世界各国将经济恢复寄希望于加大绿色低碳经济发展力度，包括我国在内
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发布了“碳中和”目标。在此背景下，食品标签面临前所未有的诉求和多种挑战。本文，
通过采访食品标签材料开发商、加工商和终端用户，以期揭开现代食品标签的历史、现实需求与未来发展方向。

盛威科公司与Varcotec合作研发的“Lock 3”涂层技术能有效
杀死99%以上的细菌和感染性病毒颗粒，现已在中东市场使用

食品标签的起源与演变
食品标签的出现、发展和规范化与
历史上一些大型公共事件的暴发息息相
关。19世纪50年代，食源性疾病暴发，美
国总统扎卡里·泰勒因在野餐时误食受了污
染的水果和牛奶，5天内病逝。这起事件
引起社会极大震动，被广泛报道和传播，
并促使林肯总统在1862年创建美国农业部
（USDA）。该部为食品处理和加工制定了
严苛的指导方针，并由此催生出最早的食品
标签，提醒消费者注意食用安全。
美国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强制实施
食品标签的国家。19世纪末，随着工业化
和城市化的发展，传统的自给自足食品供
应模式被打破，消费者对原本熟悉的食品

加工过程变得陌生起来，逐渐失去了对食品
质量的辨别能力。一些不法商人乘虚而入，
当时食品“掺假”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鉴
于此，1906年美国颁布《纯净食品和药品
法》，禁止在美国国内制造和运输掺假食
品和药品，禁止商品贴假的商标。这条法
规被认为是现代包装设计史上的首个正式
条例，其主旨在于禁止使用那些不正确或
是具有误导性的商标，但并没有明确商品
成分、重量和计量标准等。
一些商人为了赚取高额利润，缺斤短
两。这迫使美国在1913年通过《古尔德净
重量修正案》，明确要求所有包装食品都
要在外包装明显标明其内容物的重量、尺
寸或以数字计数的数量。这便是现代食品
标签的起源。

20世纪30年代，历经几十年的都市化
与工业化发展，商品极大丰富。企业家们
发现标签和包装不仅保护了产品本身，维护
了消费者利益，同时还提升了他们的品牌知
名度，吸引消费者竞相购买。标签、包装成
为品牌商们重要的推广媒介，快速增长。
上个世纪6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还在
家中准备饭菜（这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情
况类似），公众对更详细的生产信息的需
求也随之产生。1966年，美国农业部规定
所有食品标签必须提供成分清单。
随着食品配方被强制要求明确在标签
上，食品公司逐渐开始在包装上添加健康
声明，用于产品宣传，但往往夸大其词。由
于缺乏规范，又具有严重的误导性，1973
年，美国最高法院最终裁定，所有标榜对
健康有益的产品，如低脂肪、低胆固醇或
有利于心脏健康的食品必须注明营养成分，
但该项措施并未强制实施。
直到几十年后的1990年，美国食品和
药物管理局（FDA）才正式通过《营养标
签和教育法案》，要求所有食品公司必须
做出一致声明，并在所有准备出售的产品
上贴上包含详细的、标准化的营养成分说
明，并要求明确卡路里、脂肪、胆固醇、
钠、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的数量，以及一
些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1994年，食品
营养标签首次出现在食品包装上。
2016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发布更新营养成分标签法规。这
是营养标签自1994年推出以来的第一次重
大变化。大多数食品公司已于2021年1月1
日前完成了标签内容的更新。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因涉及到食品安
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众多的食品标
签规定和法律、法规，执行起来尤为严苛。
譬如，我国与食品标签相关的国家法律主要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标准化法》、《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生产
通用卫生规范》，还有众多的部门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实施标准。受篇幅限制，本文
不再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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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标签和包装，首先
应具备杰出的外观表现，满
足 abc三 个 特 点 ， 即 attention
（注意力）、Branding（品牌）
和Cummunication（沟通）。”

出于对消费者食用安全考虑用防篡改标签替代安全封条

疫情带来的改变
对于消费者来说，食品标签是我们了
解所购买的食品主要成分、产地、营养信
息以及贮存条件和保质期等信息的重要来
源。以前在商超里，对于感兴趣的商品，我
们总会拿起来仔细研究标签上的文字。疫情
暴发后，尽管商超加大消毒次数，但人们还
是会担心交叉感染，尽可能不接触物品。
为此，标签领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发
展方向。一是朝着抗菌性方向发展，譬如
在材料内部嵌入抗菌成分，或在标签涂层
中加入高质量的抗菌添加剂制成抗菌标签。
比较著名的产品有：盛威科公司与其经销商
Varcotec合作研发的“Lock 3”涂层技术，
它采用光动技术，在良好的室内照明条件下
或者暴露在日光下即可对印刷品表面进行永
久性消毒；SteriTouch的抗菌添加剂已成
功测试并证明对冠状病毒NL63有效；欧盟
赞助的某个研究项目发现，将氧化锌与牛
至精油结合起来可以有助于防止食品包装
中的细菌污染；还有美国Interactive Inks
and Coatings公司生产的InhibiCoat底漆以
及丝艾（CCL）公司开发的抗菌膜，它们
都是利用银离子破坏细菌分解的功能，使
细菌无法繁殖，来抑制细菌生长，而且丝
艾（CCL）的抗菌膜还可粘贴于多种材质
表面，提供长期防护（更多详情，请参考
本刊2020年第3期《抗菌防疫，标签行业
新征程》）。
另一个方向则是进一步提升标签的视
觉效果，即在展示完整的产品信息的同时，
通过炫酷的设计、新颖的材料纹理、特殊的
触感和创新的功能来吸引消费者购买。此推
动力无疑来自品牌和消费者，实施起来靠
的是标签设计师和标签加工商，而且较前
一种方向也更容易实现。所以在未来，我

们会看到食品标签和包装的更新迭代速度
加快，新鲜、趣味、高颜值以及个性化的
标签会越来越多。
疫情暴发前，点外卖对老百姓来说已
经是很平常的事情。早在2019年预测就认
为，在发达国家外卖将推动食品标签市场
增长3.5%至4%。疫情期间，出行受阻，消
费者使用外卖平台点餐的次数明显增加，食
品配送安全问题令人担忧。现在很多大的餐
饮集团已经采用食品安全封条标签，部分高
档餐厅还使用防开启、防篡改包装来保护消
费者安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已经正式通过
《公平食品供应法》，成为美国首个强制第
三方物流采用防篡改标签的州。
疫情期间，食品标签的消费量不仅没
有受到影响，反而有所增加。分析师认为，
疫情过后，人们会更加注重卫生和安全感，
在生鲜超市或杂货店购买经过包装的产品行
为增多，而且会更关注自己买的是什么，吃
的是什么，它们从哪里来……因此，能提供
产品跟踪、追溯的智能标签、信息含量大的
小册子标签以及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多产品直
观感受的透明标签的数量都会继续增加。
毫无疑问，在各种需求带动下，未来
食品标签领域还将继续增长，百花齐放。

“碳中和”路上的食品标签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蔓
延，世界各国将经济恢复寄希望于加大绿
色低碳经济发展力度。从“有碳”到“无
碳”，全球能源革命的转变速度正在“急
剧压缩”。
对标签领域的要求就是需要在原材料
采购、运输、制造、印刷、贴标和废弃物
处置等多个环节进行控制，尽可能实现低
碳环保。芬欧蓝泰标签食品部门全球商业发

展总监Pascal Oliveira总结道：“可持续发
展的食品包装已不再是一种趋势，它正逐渐
成为经济社会的‘新常态’。“
近两年，多家领先企业，包括原材料生
产商，如纸张、薄膜、硅油、粘合剂等，以
及标签材料生产商和标签公司纷纷加入标签
循环经济（CELAB）联盟。该联盟是一个
全球性的联盟组织，横跨整个供应链，旨
在利用会员的专业知识，在整个行业中推
广不干胶模切排废料和底纸废料回收利用
的相关知识，通过提供解决方案，促进不
干胶标签材料循环经济的发展。
同时，多家公司宣布加入“圣杯2.0
（HolyGrail 2.0）”倡议。该倡议旨在通
过识别产品包装上不易察觉的数字化水印
对包装进行准确分类，从而提高塑料的回
收利用率。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发起的《新塑料
经济全球承诺书》已得到了400多个签署方
的响应，将主动淘汰“有问题或不必要”的
塑料包装，并在2025年之前从一次性使用
转向可重复使用的包装，确保所有塑料包
装都能轻松安全地回收或堆肥；对所有塑料
包装中可再生成分设定高要求，并对塑料循
环经济相关的技术及企业给予大量投资。
Mactac是一家不干胶材料供应商，其
高级市场经理Kim Hensley认为标签、包装
减量化、绿色化将是未来趋势。超薄的标签
面材，无底纸标签，使得同样直径的标签卷
料在生产过程中，换卷时间更少，印刷出的
张数更多，既节省了运输成本，也节省了
仓库空间，是实现绿色包装的重要途径。
以标签回收再利用为契机，促进了新的
技术的发展，如可水洗标签和低密度聚烯烃
薄膜材料都易于从PET包装上分离下来，单
独分类进行回收。“我们的很多标签已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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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些国家实验室测试，
若标签面积小于被贴标物表面
积60%，则有助于被贴物和标
签的回收。”
现回收再利用，并被制成全新的标签。”丝
艾公司可持续发展经理Marika Knorr表示，
其在奥地利沃尔克马克的工厂通过“灯塔
计划”成功实现了收缩套标的闭环循环。
如果消费者对他们购买的产品的整体
可持续性越来越感兴趣，那么品牌面临的
挑战就是如何将这个故事呈现在消费者面
前。一些品牌开始使用RFID技术提升整个
价值链的透明度，与消费者分享他们的品
牌故事和产品历程。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已经正式通过《公平食品供应法》，成为
美国首个强制第三方物流采用防篡改标签的州

食品标签加工方向
食品饮料行业是标签的最大终端用户，
几乎占到标签全部应用的30%。主要的标签
形式包括：压敏胶标签、湿胶标签、收缩套
标以及模内标签等。
食品具有一定保质期，因此，食品标签
更新频率快。即使同一品牌的同一产品，也
会由于口味的不同而变化主题设计。而且，
现代的标签工艺设计越来越复杂，图案越来
越精美，材料应用也越来越高端。因为承载
了营销任务，标签印刷商想尽一切办法利用
有限的空间，通过各种设计或者工艺来扩大
标签展示面积，如：收缩膜套标，以提高产
品的吸引力。这对食品标签印刷商来说既是
契机又是挑战，因为为了追求更大的展示面
积，食品生产商有可能不再需要标签，而转

向其他不需要贴标的包装方式。
针对Z一代、千禧一代和正在成长起来
的α一代等消费群体崇尚的“独乐主义”，
以及健康饮食新风尚，越来越多的国际食品
公司开始推出个性化的定制营养食品，如
2020年，雀巢中国nesQino诺萃怡刻智能
个人健康轻餐方案全球首发等，个性化的
产品需要个性化的包装和标签，加之标签
印刷环保压力与日俱增，食品的交货时效
性日趋严格，灵活、高效、快捷，这正是
数码印刷的优势所在。
食品和标签有两种接触方式，即直接
接触和非直接接触。尽管大多数情况下标
签和食品并不直接接触，但大多数公司还
是非常谨慎。既要确保用于食品包装的油

墨是完全安全、健康且环保的，还要关注
包装容器是否具有足够的阻隔性，可以阻
隔油墨迁移，避免污染内部食品的味道和
气味，带来不安全因素等。影响油墨迁移
的因素有很多，包括：
• 墨水/墨粉分子的大小：分子越大，
迁移的趋势越小
• 温度：温度越高，迁移速度越快
• 食物本身的性质：高脂肪食物比压缩
食品更容易迁移
• 包装材料的性质
• 涂层类型
因此，在选择数字印刷方式，如液体
油墨、水性喷墨、UV喷墨还是干碳粉技术
时，都需要考虑到其使用的颜料或油墨的
成分、迁移性，以及最终产品的表现性和
成本要求。
柔性版印刷的特点是适印载体广泛，
更环保。经过近10年的发展，印品质量已
经可以与胶印、凹印媲美，未来食品包装
将更多的采用柔性版印刷。

终端用户的诉求

食品快递公司Trifecta利用Onegevity的GutBio和AgeBio生物检测试剂，根据消
费者血液、唾液以及其他指标的检测数据，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营养解决方案

6月4日，由本刊举办的《锚
定“3060”，印企如何开启“绿色、低
碳、环保”新征程？》线上直播课程特邀
联合利华北亚区食品饮料冰激凌资深包装
经理沈飞英女士从终端客户角度介绍了现
代食品标签需求。
沈 飞 英 表 示 ， 在 联 合 利 华 看
来，理想的标签和包装，首先应
具备杰出的外观表现，满足abc三
个特点，即attention（注意力）、
Branding（品牌）和Cummunication（沟
通）。Attention，是指标签可以让产品从

市场观察

琳琅满目的货架或网店中“跳脱”出来，吸
引消费者购买。联合利华调查发现，消费者
在挑选某个商品时，对某一种产品的视线停
留时间不会超过8秒钟，对一些熟悉品牌不
会超过3秒钟。品牌需要在这短短的3秒或8
秒时间内牢牢抓住消费者视线，完全依赖的
是产品标签。Branding（品牌），品牌商寄
希望于优秀的标签设计和容器造型，引起消
费者情绪和情感的共鸣，让消费者记住品
牌。Communication（沟通），通过标签
上的信息展示，如：产品成分、营养配方
和品牌故事等，品牌方实现与消费者的对
话，传递品牌价值。
其次，是标签的合规性。在联合利华，
合规性又分为企业内部和外部合规性。就外
部合规性而言，与食品标签相关的法律、
法规不仅多，而且执行起来非常严格，如
与食品直接接触的标签使用的油墨是否是
安全的等。
其三、标签须具备一定的功能性，满
足物流、贮藏、展示等现实需求。涉及到
食品标签，标签可能根据需求具备以下功
能，如采用防开启、防伪等功能以确保食
品安全，酱料标签须防油防污染，冰激凌
标签须在经历冷链、冷库等低温环境后仍
然牢固贴标；而手工贴标时，标签须初黏力

低，易于贴标和调整，后期标签粘贴力逐渐
增强，直至使用时牢固贴标。随着SKUs、
多版本的增多，标签印刷也越来越向数字化
和个性化方向发展。
其四，标签与包装还应简便易用，重
在消费者体验。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标签和包装
须是绿色、可持续发展的。
从标签采购来讲，作为终端企业，对
于纸标签，联合利华要求制造企业须提供
FSC/PEFC森林认证，以证明其材料来源
于经过认证的有效管理的森林；对于塑料
标签，联合利华鼓励使用PCR材料（即消
费后可循环使用的材料）和由可再生植物
资源，如玉米、木薯等提取的淀粉原料制
成的可堆肥材料—聚乳酸材料（PLA）。
在标签使用过程中，联合利华通过对标
签材料、胶水的使用，以及对标签面积和重
量的限制，来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承诺。根据
一些国家实验室测试，若标签面积小于被贴
标物表面积60%，则有助于被贴物和标签的
回收。因此，在联合利华的很多食品标签，
如供给酒店的调味品标签就采用了更少的标
签面积。在国外，联合利华的一些产品也会
通过折叠标的形式，来扩大信息展示内容，
减少贴标面积。对于材料，沈飞英表示，若

模内标与贴标容器采用相同的材料，更利于
产品生命周期终结后的整体回收。同时，联
合利华正不断通过与供应商合作、技术创新
等多种方法，来减少碳足迹。转移标签即是
其研发的一个新开发方向。沈飞英表示，
他们正密切关注国内加工商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作为联合利华，在包装领域
实施可持续性发展的例子不胜枚举。以梦
龙冰激凌为例，几年前打开盒装冰激凌，
消费者首先看到的是一层覆了膜的纸，而现
在功能性光油取代了这层膜，不仅在冷链当
中起到防水作用，且由于采用纯纸张，更利
于后期回收利用。
去年6月，联合利华发布了一系列新的
措施，并承诺2039年实现所有产品的净零
排放。联合利华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企业，
正在通过实际行动践行对社会的承诺，用
切实可行的办法提高食品的安全系数，让
老百姓吃上放心的食品。

关注微信公众号“标签包装资
讯 ” ， 看 《 锚 定 “ 3060” ， 印 企
如何开启“绿色、低碳、环保”
新征程？》线上直播课程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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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彩印刷：
数字印刷为转型发展蓄势赋能
上海英彩印刷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面向彩妆行业不干胶标签印刷与加工的生产企业。公司于2020年9月投资订购一台
Durst Tau 330 RSC数字印刷设备。对于数字化转型，英彩印刷总经理樊凤仔表示：“数字技术将为公司未来高质量的
转型发展蓄势赋能。”

英彩印刷总经理樊凤仔（左）与本文作者王莎莎（右）

上

海英彩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彩印刷）成立于2008
年，总部位于上海市青浦区，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
和服务于一体的不干胶标签生产企业。公司专业生产面向彩妆行
业的高端工艺标签产品，主要客户包括世界百强彩妆品牌以及相
关的OEM制造商，如科丝美诗等。

匠心本源 品质为先
“根据公司现在的体量，英彩印刷只能算是一家小微型标签
印刷企业。”接受采访时，英彩印刷总经理樊凤仔谦虚地表示。
强烈的危机意识，常迫使他不断思考如何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
环境中寻求生存与发展之道。
公司成立之初，樊总曾细致入微地考察过标签在不同市场的
应用情况。他发现电子和美妆两大行业是标签的主要应用市场之
一，规模庞大，且未来随着消费升级以及核心消费人群的增加，潜
力更是无限。考虑到电子行业对标签印刷工艺有一定特殊的要求，
最终他决定主攻美妆行业的标签产品。正是这个决定成就了今天的
英彩印刷，使之形成以美妆标签为主、多种产品为辅的经营格局。
目前，英彩印刷拥有员工20人，车间面积1800平方米，分为
传统印刷、数字印刷、印后加工、仓储和发货车间。公司除了汇
研12+1及6+1卫星式凸版印刷机、高速模切机、数码模切机和8K
自动品检机等传统印刷和印后设备外，2020年9月还专门购置一
台Durst Tau 330 RSC数字印刷设备和配套的DGi330数码模切机
等数字化加工设备。
美妆行业对产品的颜值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通过货架，消
费者第一眼看到的并不是产品本身，而是其外包装和包装上的标
签。消费者通过不同的包装材料和方式来区分化妆品的档次。优
质标签不仅会直接影响美妆产品的货架效应，还能彰显品牌魅力，
吸引消费者购买。

“鉴于美妆市场的特殊性，英彩印刷始终将产品品质放在首
位。力争在与客户产品品质相匹配的基本前提下，努力成为他们
产品包装的加分项，以期与客户实现共赢。”
为了制作出优质的产品，樊总将大部分精力投注在产品的
细节加工上。为了让标签在获得美学外观的同时，还能拥有强大
的功能性和实用性，英彩印刷在企业内部建立了专门的印刷实验
室，配备标准光源对色箱、微电脑粘带剥离强度试验仪、恒温恒
湿试验箱、QD-3055胶带初粘性滚球试验机和QD-3056胶带保持
力试验机等仪器。英彩印刷用匠心和严苛守护每一道工序，用高
质量成就客户的高品质标签产品。
“这期间关键是我们要充分认识自身优势，找准公司的整体
定位。通过深挖市场与终端需求，用专业、专心、专注做好每一
件产品，用心服务好每一位客户，提供令他们满意的产品和服务，
赢得他们持久的信任。”
英彩印刷坚持用品质和服务说话，逐步积累了一批忠实的世界
知名美妆品牌客户，也赢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可与赞誉。

数字技术赋能
前去拜访樊总的路上，笔者对英彩印刷投资Durst Tau 330
RSC数字印刷设备充满好奇。Durst Tau 330 RSC数字印刷设备
作为一台高端工业型UV喷墨印刷机，具备一流的品质和生产力。
英彩印刷安装的这台Durst Tau 330 RSC数字印刷设备是中国地区
的第二台，与国内首台设备的安装时间仅仅相隔两个月。是什么
原因促成英彩印刷大手笔的投资？未来英彩印刷又有哪些业务可
以支撑起这台设备？
对于笔者的疑问，樊总开诚布公地解释道：“随着千禧一
代、Z世代，甚至是α世代逐渐成为消费主体，我公司的主流客户
群体—美妆标杆品牌正在经历一场新的洗牌博弈。从视觉刺激入
手，快速俘获新一代消费者芳心业已成为大家的共识。由此品牌会
对标签产品的工艺、交货时间、内容创新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投
资数字印刷，既可为他们提供个性化、可变的创意产品和解决方
案，又可为我们双方的差异化发展创造一条新路。”樊总认定，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美妆行业“快、变，注
重颜值”的特点也决定了只有数字印刷设备才能胜任。
安装Durst Tau 330 RSC数字印刷设备，对英彩印刷的发展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的加入不仅是对企业现有传统生产方式
的补充，更促成了英彩印刷从标签制造商向标签服务商的转化，
为企业的未来发展蓄势赋能。
英彩印刷利用这台设备生产的系列标签产品斩获Durst首届
2020 RSC标签大师赛100% RSC组别的金奖，并在Durst客户体
验中心（意大利，布雷萨诺内）展出。
“相比于考察数字印刷设备的各项数据、功能和测试效果，
我更相信市场的应用与反馈。”樊总表示，“Durst进入国内标
签市场不久，它正凭借高效、强劲的生产力，精美的画质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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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彩印刷安装的Durst Tau 330 RSC数字印刷设备

英彩印刷安装的DGi330数码模切机

英彩印刷安装的汇研12+1卫星式凸版印刷机

英彩印刷安装的瑞邦高速双模切机

英彩印刷安装的汇研6+1卫星式凸版印刷机

英彩印刷安装的汇樾科技模切复卷机

快速打开市场。我们愿与之持续合作，共享科技、分享快乐，创
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签产品去迎合更高层次的需求。英彩印刷的目标客户业务即是这
些小而精的标签订单。
方向决定道路。投资数字印刷和印后加工设备，英彩印刷放
手布局未来，是迈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第一步。2021年，英
彩印刷投资额达到3千万元人民币，用以建造位于上海市松江区的
自有厂房，未来这里将是数字化印刷生产和智能制造的新基地。
“我由衷地希望新型的数字印刷、加工方式可以吸引有能力
的年轻人加入公司，为企业未来发展注入活力。”樊总对专业人
才发出征集令。
小而专、专而精，印领时尚，演绎经典！加上数字技术的赋
能，相信英彩印刷定能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变革之路。

蓄势未来
“与标签行业内的标杆印刷企业，如丝艾（CCL）、正伟、
江天、美祺相比，英彩印刷在物料、设备、人员和资金链等方面
并不具备规模化的生产优势。”樊总十分务实，他认为：“如果
拼尽公司全力去争取一些大批量订单，比如超过500万的订单，
不仅不能发挥出公司优势，还有可能在服务、交货等方面暴露出
小规模企业的短板。”
对于同一家美妆品牌商来说，他们既需要大批量的标签产品
以配套大众化的产品，也需要小批量、个性化和创新性的小众标

假如

热转印碳带更具可持续性
将会怎样？
12%

塑料使用减少量

100%

不含溶剂

100%

碳带芯管通过PEFC/FSC认证

100%

对生产废料进行
回收

91%

溶剂回收并转化为能量

58%

使用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电力

“

ARMOR用今天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以应对未来的环境问题

”

了解更多关于每卷ARMOR碳带所带来的环境效益
并免费为我们的可持续发展项目出一分力吧

www.inkan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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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特利：
匠心打造品质，信心开拓未来
作为一家外商独资企业，成立于2006年的罗特利，始终致力于在国内生产、供应全系列轮转模切刀具和各类辊筒产
品，用匠心做好产品，凭真诚做服务，以品质铸就未来。

匠心打造产品
罗特利（广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特利）成立于
2006年，是一家外商独资、专注于在国内生产和供应全系列轮转
模切刀具和各类辊筒产品的高科技制造企业。
罗特利的创始人，公司董事总经理沈振华是一名不折不扣的
留学“海归”。在接受采访时，他自我介绍道：“我本人与圆压
模具行业十分有缘。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从上海工业大学冶金
系铸造模具专业毕业后去了澳大利亚墨尔本留学，在那里，始入
印刷包装行业。我曾任职于全球知名的圆压模具制造公司，并担
任过其亚太区第一任市场销售和售后服务总监长达十年之久。”
时光荏苒，自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
快速发展，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带动了各行各业的
快速发展，标签印刷业也走上了飞速发展的道路。然而，彼时国
内全系列轮转模具市场尚未成型，行业对高品质、价格合理的产
品呼声强烈，沈振华亦敏锐地捕捉到中国市场的需求。
“我十分看好圆压模具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这是因为中
国内需市场不断扩大，人工智能、自动化生产模式正逐渐扩展到
各个行业，在印刷领域，能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加工精度的圆压
模切刀具，必将拥有更广泛的应用前景。”鉴于对行业的了解和
扎实的技术基础，沈振华决定回国创业。满怀着坚定的信心，他
选择以广州为立足点，并于2006年创建了罗特利公司。经过一段
时间的前期准备，2007年初罗特利正式投产。
成立的十多年来，罗特利通过引进欧洲、澳洲的先进制造设
备、生产流程和工艺，再加上自身不断地研究与开发，形成了完
善的轮转模具产品体系。现在罗特利制造、供应的轮转模具包括：

柔性刀模、磁性辊筒、雕刻圆刀、印版辊筒、印版辊筒轴、磁性
平台、气涨辊、移动式裁切/虚线刀、可调式打孔/分条刀、模切
底辊、支撑辊、承印辊、丝网齿轮、凹凸压痕辊、包胶辊筒、圆
压模切座、各类齿轮以及配合印刷包装机的耗材类部件等产品。
“圆压模具制造是一个超级细致的精密加工领域，产品的精
密度会直接影响用户的生产效率、模切精度、交货时间和最终产
品质量等。而制造设备的精密性和工艺的完善性决定了圆压模具
的使用效果和寿命。我们将西方基础技术引入中国，在研发新产品
时一直谨守匠心，坚持用工匠精神来打磨产品。”沈总表示，罗特
利的产品可以为国内外各类标签印刷设备，包括机组式柔印机、层
叠式柔印机、卫星式全轮转凸印机、间歇式凸印机和间歇式胶印机

移动式裁切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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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类不同印刷设备，以及各种型号和性能的圆压模切机提供配套
服务，满足印刷、印后加工设备供应商和标签印厂的不同需求。
“中国人确实担当得起‘勤劳’这个称号。我的同事们爱
岗敬业，制造生产的高性价比、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让我们拥有
了‘立足中国放眼全球’的机会。现在，我们不仅能服务国内和
亚太区的客户，甚至还能满足更远的美洲、欧洲，甚至是中东等
地区和国家的客户需求。”

真诚做好服务
“深耕模具制造领域，为客户和市场提供专业的服务”是罗
特利公司的经营理念。为了提高客户满意度，罗特利拥有一批经
过严格培训的专业技术服务人员，他们可以根据客户需求，提供
从售前到售中，再到售后的全方位、有针对性专业服务。譬如：
售前：罗特利会充分、细致地了解客户使用的设备型号和特
点、对模具的要求，以及加工环境和操作习惯等细节，推荐与之
匹配的适合产品。
售中：罗特利会向客户培训产品的使用、维护方法，一一解
答客户问题，还会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预估判断，并给出解决
方案。
售后：通过回访客户，了解产品使用情况。针对客户提出的
改进意见和建议，一一认真分析，逐个解决，并为后续的服务和
产品研发提供借鉴。
“近几年，国内标签印刷行业飞速发展，加工设备从高端到
低端均有不同分布，再加上操作人员技术水平不同，操作习惯不
同，设备的养护差异巨大，因此更需要专业的技术支持和服务来
指导客户的实际生产。”沈总表示，服务是企业最直接、最显眼的
“产品”，罗特利希望用真心服务好每一位客户，用真诚赢得信
赖。

信心开拓未来
罗特利工厂坐落于广州市花都区祈福（花山）工业区，这里
毗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交通运输十分便利。现在罗特利的车间
面积达4800平方米，拥有员工80多人。
“公司成立之初仅有20多名员工，高速发展时期曾超过百人。
现在通过精益化管理，我们拥有80多名精英骨干。在他们的努力

下，罗特利已经形成高效、精品化的生产矩阵。”沈总介绍道。
罗特利所从事的精密圆压模具不同于其他行业，譬如服装，
稍有瑕疵还可以通过折价的方式销售出去。圆压模具若有了轻微
瑕疵，就会直接影响到使用效果。因此模具制造必须坚持国际共
识的标准，符合统一的规范，始终以高品质为先，以客户利益为
先，这也正是罗特利所坚守的。
“我本人入行已超过26年，亲身经历了亚太区，包括中国的
标签印刷和模切市场的发展与变革。以圆模切为例，20年前圆模
切在中国的应用还非常少。而现在整个标签印刷行业正处于转型
升级的关键时期，原材料、人工成本的增加、环保政策趋严的压
力都倒逼标签印企朝着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方向变革。随
着国内制造业水平的提高，速度更快、自动化程度更高的圆模切的
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沈总表示，罗特利正紧跟行业变革步伐，不
断推进新产品开发和原有产品换代的步伐，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缩
减接单后的交货时间来满足客户的快速、即时需求。
在供应和服务中国市场的基础上，罗特利同时积极布局了海
外市场。沈总表示，“国外市场对圆压模具产品的要求不尽相同。
多年来的外贸经验告诉我们，技术和品质是服务客户的基础，经
验丰富、善于沟通的外贸团队是桥梁。通过对客户的深入了解，
我们开发出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产品，满足了他们需求，并由此稳
固了更多的优质客户。”
今天罗特利的圆压模具凭其符合国际标准的品质和精度、中
国制造的高性价比优势，不仅奠定了在中国圆压模具制造业的市
场龙头地位，产品还远销亚洲、美洲、欧洲、澳洲、非洲和中东
等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罗特利带来的负面影
响十分有限。反而由于口罩刀模需求的激增，防疫物资印刷的增
长，让公司超越了原定的业绩目标。“刚开始，疫情对公司外贸
业务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好在我们的团队外贸资源和经验十
分丰富，市场和客户很快就得到了巩固。”
对于未来，沈总表示，罗特利团队充满信心：“当今世界风
风雨雨，我们会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产品做得更精细，更
完美。我们有幸见证并参与了过去中国的高速增长，未来我们会
继续努力为‘中国制造’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打响‘’Made in
China‘品质，树立‘Rotary’全球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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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PRINT 2021展览会上的标签
印刷设备
2020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作为印刷行业内举办的首个全球性综合展览会，CHINA PRINT 2021无疑是非常成功
的。而在本次展览会上，标签印刷再次以独立展馆的形式出现，也让人们感觉到了标签印刷发展的勃勃生机。本
文，将就此次展会展出的主要设备及其特点做个简要介绍。

2

021年6月23—27日，第十届北京国际印
刷技术展览会（CHINA PRINT 2021）在
北京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办。据展会主
办方介绍，此次展览会的展出面积达到16
万平方米，现场观众人数超过16万人次，
最终展会线上线下的观众总人次更是超过
110万。作为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后举办的第一个印刷行业全球综合性展览
会，而且是在疫情依旧没有彻底结束的情况
下，本次展览会取得现在的成绩，无疑是成
功的。而在本次展览会上，标签印刷再次以
独立展馆的形式出现，也让人们感觉到了标
签印刷发展的勃勃生机。

国际数字印刷巨头展示强劲
实力
标签印刷发展到今天，数字印刷和传
统印刷已经形成势均力敌的局面，而从吸
引人气的角度看，数字印刷无疑比传统印
刷更胜一筹。
在CHINA PRINT 2021展览会上，国际
主要的数字印刷设备制造商悉数登场，而一
些传统印刷设备制造企业，也开始展示自己
的数字印刷产品，包括海德堡、小森这样的
传统印刷机巨头都不能免俗。此外，还有数
量众多的新晋企业，希望以数字印刷为突破
口，在印刷市场上分得一杯羹。数字印刷未
来发展的势头，由此可见一斑。

数字印刷技术主要有静电技术和喷墨技
术两大类。而要适用于标签印刷，无论哪种
技术，高分辨率、多色（超过CMYK）等已
经成为大家公认的基本要求，而速度和幅面
反而不是用户最主要的关注点。在本次展览
会上，符合上述要求的产品不在少数，下面
结合这些设备的特点做个简要介绍。
在数字印刷领域，惠普无疑是一个巨
无霸型企业。HP Indigo拥有静电技术结合
电子油墨的独门绝技，也是与传统印刷相
似度最高的数字印刷技术。本次参加CHINA
PRINT 2021，惠普展出HP Indigo 6K、HP
Indigo 25K等与标签印刷相关程度最高的
设备。虽然这次不是这些产品的首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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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动化、智能化技术
对传统印刷设备的加持，更是
赋予传统印刷设备更强的生命
力。”

惠普在本次展会展出HP Indigo 6K、HP Indigo 25K
等与标签印刷相关程度最高的设备

年在线首发），但确实是首次以实机参加现
实中的展览会。这其中，HP Indigo 6K利
用HP Indigo丰富的液体电子油墨系列（包
括金属油墨、荧光墨、全系列白墨），拓
展新业务；借助HP Indigo Production Pro
包装和标签专用服务器提高印前处理效
率，RIP速度提高多达5倍；预测印刷机维
护（PPC）—通过智能预防性维护提高
生产效率；通过HP PrintOSX、工作流程
和转换解决方案增加输出，从而实现从下
单到完成的端到端自动化。
HP Indigo 25K是一款高产能的数字印
刷机，生产广泛的软包装应用，即食品包
装兼容，使用现成的承印物与任何后道技
术；更好服务于中小型品牌，解决所有运
行长度，没有最低订单，只需几天即可交
付。此外，HP Indigo 25K能够生产绿色可
回收和可分解袋，符合未来数字印刷可持
续发展要求。
此外，为更好地服务客户，惠普还推
出了一系列增值服务。例如：为了提高数
字印刷包装的生产效率，惠普推出了专色
大师（Spot Master）色彩自动化技术，该
技术可提供卓越的色彩匹配速度；通过HP
SmartStream Mosaic和HP SmartStream
Collage，可以提供具有品牌保护元素、可
变数据和独特设计的智能包装，从而赢得
新业务并增加利润。
柯尼卡美能达也是数字印刷领域的一
支生力军。本次展览会，柯尼卡美能达为标
签印刷市场带来的是AccurioLabel 230全彩
色标签印刷系统。这款卷筒纸印刷系统采用
HDE碳粉，低温固化，满足FDA间接接触
食品类标签的要求；其配备的AccurioPro
Label Impose可以更好地完成在机标签组
版。同时，本次展出的这款产品还与长荣
LC330RE/LC340S/SR/SF等激光模切雕刻
机配套，组成了近线全数字标签加工系统。

富士胶片商业创新（中国）有限公司
的前身是富士施乐公司，作为静电印刷技
术的鼻祖，富士胶片也是从装机量上可以
与惠普相抗衡的劲敌之一。本次展会，富
士胶片商业创新带来的是图灵Iridesse。这
款数字印刷机于去年推出，但是参加展览
会却是第一次。图灵Iridesse的最大特点是
采用6色打印引擎，在CMYK干墨外，机器
上最多还能加载两个特殊色干墨站。提供
金色、银色、白色、桃红色、自定义红色、
透明色以及霓虹色，6个特殊色干墨备选。
可同时使用两个特殊色打印，例如金色和银
色。作为业内首台6色打印引擎的静电技术
数字印刷机，它可提供丰富的色彩表现，有
效拓展打印业务潜力。
如果说惠普、富士胶片商业创新和柯
尼卡美能达是静电技术的代表，那么爱普
生公司无疑是喷墨技术的典范。本次展览会
上，爱普生公司展出两款为标签印刷开发的
喷墨数字印刷设备：SurePress L-4533AW
和SurePress L-6534VW。
爱普生SurePress L-4533AW采用爱普
生微压电喷墨打印技术，配合爱普生七色
SurePressAQ水性颜料墨水（CMYK+白+
橙+绿），使其在透明薄膜印刷和金属箔印
刷方面更加得心应手。这种印刷机的双重干
燥系统，使干燥对材料的影响更小，有利于
使用对温度敏感的薄膜类材料进行印刷。对
于初入数字印刷领域的标签印刷企业，这
是一款较为理想的入门级数字印刷设备。
与SurePress L-4533AW相比，爱普生
SurePress L-6534VW的档次无疑有了新
的提升。这款设备采用的是爱普生刚刚起
步不久的、最新的PrecisionCoreTM行式打
印头，墨水是UV固化墨水，符合食品包装
要求的低迁移性能，同时配有连线电晕和
附加UV固化单元。该机提供6色打印引擎
（CMYK+白+数码光油），其创新的数码

光油技术，能根据客户具体应用需求，在
标签上输出哑光、高光、局部上光的不同
效果，为标签生产提供附加价值。对于较长
时间不使用的设备，该机还专门配备了储存
液，用于喷嘴的自动清洗。该款设备可以视
作爱普生SurePress L-4533AW的升级版。
除了上述这些数字印刷领域的传统巨
头，本次展览会上，海德堡旗下的捷拉斯，
通过视频的形式，重点推出了公司最新的
Labelﬁre Diamond Core系列四款数字印刷
机。该系列印刷机采用富士胶片的Samba
打印头，最高可实现1200×1200dpi的UV
喷墨打印，均可以选装高不透明数字白
色。据捷拉斯公司的介绍，该系列印刷机
采用特别适合墨水和打印头的针固模块，
可以模拟Pantone Plus的颜色范围。4款产
品的生产速度高达70米/分钟，并适用于各
种承印材料。

国内数字印刷设备奋起直追
数字印刷是行业发展的方向，国内企业
自然也明白其中的道理。多年来，碳粉类数
字标签印刷机的装机量在市场中占绝对主导
地位，但是目前喷墨类印刷机的增长势头也
很猛，这也促使很多国内企业在进军数字印
刷领域时大多选择了喷墨印刷技术。
本次展览会上，弘博智能、润天智、浩
田、云帛、德拉根、普理司、科思机电等在
标签印刷行业已经露头多年的制造企业，纷
纷展出了自己开发的最新数字印刷设备，而
阿诺捷、北京博联、北京美科艺等企业，也
展出了各自的标签数字印刷设备。
在这些展出的国产喷墨标签数字印刷
机中，弘博智能Labstar 330、润天智Flora
J-330、浩田HTS-220/330、云帛海帛PLUS
系列、德拉根DUMAX330、普理司多功能数
码印刷机DPIM系列、北京博联天玑J100数
码标签机、北京美科艺星彩®LZC75H等，全
部选择的是UV或UV LED喷墨系统，基础的
配备是CMYK四色，部分产品为CMYK+白
色，或是配置更高的6色、7色打印引擎。
从颜色配备方面，四色虽然满足标签印刷
的基本要求，而增加白色或其他颜色，则
赋予了设备更广泛的应用，也更好地提升
了印刷质量，因此，在标签印刷领域未来喷
墨数字印刷机的基本配备至少在5色以上。
与上述企业不同，这次参展，另外一家
标签印刷领域的数字设备供应商—科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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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iCueLabel 420，采用的是Memjet水性墨
水喷墨系统。
目前，国产的喷墨标签数字印刷机基
本配备了用于标签印刷的软件系统和全中
文操作界面，这也是部分国外产品所不具
备的优势。
不过，从国内企业的宣传看，国产设
备尚存在一些不足。目前，国产喷墨标签
印刷机采用日本京瓷压电喷墨打印头的不
在少数，这也导致其基本技术指标大同小
异，差异化竞争优势不明显。此外，国内
数字印刷设备制造企业在墨水制造方面没
有优势，主要使用OEM产品，缺乏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特色产品，这也使得大家的
同质化现象明显。显然，要在强手如林的
数字印刷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上有所斩
获，国内制造企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传统印刷技术依然不可忽视
虽然数字印刷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但
是传统印刷技术也远未到日薄西山的地步。
随着自动化、智能化技术对传统印刷设备的
加持，更是赋予传统印刷设备更强的生命
力。CHINA PRINT 2021展览会上，海德
堡公司展出的速霸CX 104九色加上光UV印
刷机，是同等幅面印刷机中自动化和智能化
程度最高的机型，在现场演示中，该机全部
机组完成换版仅需3分钟时间。这款印刷机
虽不是针对标签印刷市场开发的，但是它为
传统标签印刷设备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参加本次CHINA PRINT 2021展览会，
传统标签印刷设备的参展企业以国内制造商
为主，展出的机型主要以柔性版印刷和胶版
印刷机为主。曾经在标签印刷领域占据主导
地位的凸版印刷设备，本次展览会上虽有展
出，但数量很少。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目
前各家企业的传统印刷设备更像是一个平
台，虽然大家也说自己是胶印或是柔性版
印刷，但是往往是胶印设备可以配备连线
的柔印单元，而柔性版印刷则可以配备胶
印单元，定义这种设备为以一种技术为核
心的组合印刷，显得更为贴切。
作为国内传统标签印刷设备的
领军企业，炜冈展出的主打产品是ZP520/680/900/1200系列组合式高速全轮转
（套筒）胶印机，其最突出特点是采用可变
径气胀轴套筒式印版滚筒、橡皮布滚筒，可
以实现印版滚筒和橡皮布滚筒外径的同时变
化，自适应印刷不同尺寸图案的长度，换版
速度快，印刷效率高。该系列设备采用自动
控墨装置、静止画面监控系统，可实现自动
预套准、色标跟踪自动套准。这种设备最大
的印刷幅宽达到1200mm，最多可以配备12
个色组，可连线配备柔、凹、烫金和模切等
单元，成功实现了标签印刷+后道加工的一
站式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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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尼卡美能达本次展会为标签印刷市场带来的是
AccurioLabel 230全彩色标签印刷系统

万杰是国内标签胶印机制造领域的另

浙江鸿胜展出的HSR-340/420/450/660

外一只有生力量。本次展览会，该公司除
了展出其经典的WJPS-350间歇式轮转标
签胶印机，还带来了WJPS-1050胶印机。
后者的印刷幅面更大，其目标市场已经不
仅仅是标签印刷，而是瞄向了更广阔的印
刷应用，如软包装应用。
中特这次展出的是ZTJ-330/520/680
多功能间歇式PS版标签印刷机和
SMART-420/560/680系列组合式印刷机。
该公司的SMART系列倍受业界关注。该机
采用无轴驱动，可以实现胶柔互换。它同
时提供自动套准、预套印，并采用镁铝合
金的轻便辊筒。对于印刷企业来说，组合
印刷平台可以提供更为灵活的标签生产方
式，为业务拓展提供了更多可能。
广州奈本展示了间歇式PS版轮转机
350/520型，可配备光油、圆刀模切、丝
印、冷烫和可变喷墨等装置。
除了这几家企业，其他一些国内领先
的标签印刷机制造商也推出了各自的标签胶
印设备。卷筒进料、间歇式印刷、全伺服驱
动、UV固化、多色配置、连线后道加工等，
已经成为大家一致之选而中特的设备还特别
强调了可以选配数字印刷单元。在“你有我
也有”的思维模式驱动下，这些技术未来很
可能成为标签胶印设备的标准配置。
在柔性版印刷方面，本次展出
的设备也不在少数。炜冈展出的ZJR350G/450G/650G系列组合式柔性版印刷
机，采用了与其胶印机系统的套筒式设计。
该机型借助移动式反转架，可以实现一次走
纸双面印刷；UV固化配合水冷承印辊，消
除承印材料变形，降低材料表面温度，减少
版面与承印材料表面的摩擦。该机还配备了
清废装置，使加工变得更完善。

机组式柔性版印刷机，也采用了气胀轴套
筒技术。该系列产品的纠偏装置使用的是
德国比勒（BST）的系统，反应灵敏，套
印准确。
源铁也是标签印刷设备制造领域的老牌
企业。该公司本次展出的YTP-F3/F5机组式
柔性版印刷机，最大特点是印版辊筒采用花
瓣式设计。同时，该机采用UV/UV LED固
化，配备水冷装置，可连线配套多种后加
工工艺，这使其在薄膜印刷领域更胜一筹
另外一家柔性版印刷设备制造商—精美
达公司展出的是N5系列机组式柔性版印刷
机。该机配备了不停机收放卷、全自动套
准、傻瓜式一键操作等功能，使印刷机的
操作更加简单。
此 外 ， 艾 骏 展 出 的 是 D E L TA330/420/520全伺服高性能柔性版印刷
机。
如前所述，本次展览会上凸版印刷机难
觅其踪，只有彩昇CS300/320间歇式凸版商
标印刷机等为数不多的设备参展。虽然这次
展览会不是标签印刷的专业展会，但是凸版
印刷设备趋于沉寂已是不争的事实。

结束语
CHINA PRINT 2021展览会圆满结束。
今年12月，全球标签印刷系列展览会在亚
洲的最大展览会—Labelexpo Asia 2021
（2021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将在上
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再次亮相。或许，还有
更多针对标签印刷市场的新产品在积蓄力
量，力求在标签印刷自己的地盘上一鸣惊
人。对此，让我们拭目以待。

柔性版印刷
油墨测试

印刷质量测试

操作简便快捷

重复性试验

便携式仪器

想知道我们都有哪些柔性版测试设备能帮助到您，请联系：

THE BEST CERAMIC ROLLERS

专 业 的 品 质
严 格 的 标 准

村田·出品

高端陶瓷网纹辊
专业为标签印刷行业定制

SHANGHAI
上海 · 金山

T：021－64937818
www.murataroll.com

sales@murataro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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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功能双在线，选择合成纸的
五大理由
本文，PPG标签与印刷Teslin材料产品全球部门经理Fabrizio Mandingorra先生列举出合成纸的5大优势，以便加工商在选
择材料时作为参考。

您

在标签加工过程中是否有如下需求？要求纸张材料具备良
好的耐水性、抗磨损、耐刮擦，同时纸质须坚挺且富有韧
性，还能承受各种复杂的印刷和印后操作？而当产品涉及安全防
伪时，又需材料兼备特殊功能？
简单来说，合成纸材料其实就是一种利用现代科技与一些化
学原料，经过加工制作而成的纸张。它兼具塑料的耐用性和纸张
的印刷性能，又比传统的纸张强度更高、更耐用。因此适用范围
更广，也更加适合现代化的标签加工。受篇幅限制，本文将重点
罗列合成纸的5大优点。
一、耐水性。有时标签的应用环境会对标签材质提出苛刻要
求，要其必须防水、防潮、防水蒸汽或冷凝水渗入，此时合成纸
就是最佳的选择。对标签来说，合成纸的出现满足了标签完全暴
露在潮湿环境下的可能。如酒标，需要长时间浸泡在冰桶中，或
冷藏于地窖或冰箱中；而化学品桶则常常需要暴露在环境苛刻的
户外。如果您的标签应用需要满足危险品海洋运输BS 5609认证，
合成纸更是不二选择。
英国标准（BS）5609：1986“海上运输专用压敏胶标签以及
标签基材的规格规范”，是标签行业评估产品是否符合国际海运危
险货物准则（IMDG code）和评估标签材质，以及标签印刷是否符
合耐久性要求时使用的一项标准。获得BS 5609认证，即表明该标
签通过了业界最严苛的耐用性测试，是适合在恶劣环境条件下使用
的优质标签。为了获得BS 5609认证，申请认证的印刷标签首先要
在英吉利海峡经受为期3个月的盐水浸泡测试。
二、防拆封、防篡改。假冒侵权商品是对品牌方及拥有知识
产权方的最大侵害，更有甚者会对人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造
成严重危害，给消费者带来精神与物质上的损失。
对于一些品牌商来说，选择合成纸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考虑到
其所具备的安全等级。如果想提升产品安全性能，增强视觉震慑，
并在遇到盗贼或其他意外时能提供明显的盗启证据，也请选择合成
纸。除了能提供特殊的粘结强度外，许多合成纸还具备抗撕裂性，
有的还兼备“开启无效”功能。

合成纸标签可以承受极端的运输及存储环境

合成纸的耐水性使其成为酒标的最佳选择

还可以将设定好的防伪功能嵌入合成纸，用于产品跟踪与追
踪。绝大部分合成纸在提供防拆封功能时，无需额外印刷或其他
多余的加工步骤，因此成本可控。
三、灭菌性。合成纸还是医药、医疗等需要杀菌环境下的最
好选择，且防篡改。合成纸非常适合粘贴在血袋、试管和医药用
品上。在选择合成纸前，请先致电您的材料供应商，了解材料是
否能通过伽马辐射、环氧乙烷（EtO）灭菌和辐射灭菌，是否能
承受25分钟52摄氏度蒸汽灭菌以及零下107度低温环境的考验。
四、耐化学性。有些合成纸即使在温度非常高的情况下，依
然具备可靠的耐化学溶剂、耐油脂等特性，这使得其成为化学品
包装及重工业包装的首选。
如果您需要的是一款GHS合规性标签，或仅仅是一款能抵抗
恶劣运输条件、满足苛刻环境的耐久性标签，合成纸都是最优的
解决方案。
而且合成纸在数字印刷过程中可以减少静电积聚，从而避免
了纸张的黏连或堆垛，可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在工厂里，纸张囤
积就会吸收静电，随着静电堆积就有可能与周围的危险品发生火
花，从而引发大火。而合成纸可以减少静电堆积，因此能避免由
放电或由电弧光引发的火灾，使工厂安全得以保障。
五、RFID以及智能标签功能。如果品牌商想要将电子元件嵌
入标签，以期实现品牌保护，此时合成纸就是RFID标签的理想载
体。合成纸可以减震，消除静电，所以能很好地保护被动式、主
动式RFID吊牌，延续RFID标签寿命，扩大可读范围。
合成纸具有与纸张一样的印刷适性，可以采用传统的柔性版
印刷、胶版印刷、凹版印刷、丝网印刷，也可以使用先进的数字
印刷，包括激光、热转印以及按需喷墨印刷或可变数据印刷。针
对不同的印刷技术，部分合成纸在印前需要预处理，印刷过程中
需要使用特殊的油墨，在后期还需要干燥过程。
但无论如何，当您选择材料时，请将合成纸的耐水性、防拆
封、防篡改、耐化学性、可杀菌以及适合RFID以及智能标签功能
等众多优点全方位考虑进去。

市场观察

| 41

主要的软包装形式

除了不干胶，企业还可以印什么？
以不干胶标签加工为核心业务的企业，除了不干胶标签，还能承接哪些业务？面对应用市场的多元化，企业能做什
么，需要具备哪些专业的设备和加工技巧？请看来自Andy Thomas-Emans先生的报道。

窄

幅轮转标签印刷领域始终是大印刷行业内技术创新的活力
源泉。仅仅几十年的功夫，行业就经历了从活字印刷到凸
版印刷，到胶版印刷，再到柔性版印刷、数字印刷，甚至是混合
印刷的全部历程。这期间加网技术、烫金技术以及印前、印后技
术同样以日新月异的速度蓬勃发展。但无论技术如何进步，作为
企业，我们的核心业务始终围绕标签加工，以期获得更大的利益。
好在过去几十年，标签市场规模一直持续稳步增长。
也正因为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标签市场的整体增长水平
都会超过GDP增长，敦促企业变革的动力就没那么强劲了。自上
世纪70年代以来的30年是不干胶标签发展的黄金30年，主要的推
动力来自品牌商，目标是替代湿胶标签。随后10年是不干胶标签
发展至善至美的10年，人们不断扩大不干胶标签应用领域，开发
出许多新的应用空间，譬如化学品贴标、品牌保护等领域。
早期，在不干胶标签加工中，应用最多的技术是由齿轮驱动
的窄幅轮转连线印刷机，通过张力控制系统确保卷材在收卷、放
卷以及传送过程中的张力平衡。起初，加工无支撑薄膜卷材时也
曾遇到种种挑战，但是随着带有张力系统、由伺服驱动的新一代
印刷机的问世，各种问题迎刃而解。

崛起中的收缩膜套标
上世纪90年代末，新型收缩膜套标出现，小部分取代了不
干胶标签和湿胶标签。反应快速的加工商很快便从收缩膜套标的
加工中获益，从以前由宽幅软包装主导的市场中分得一杯羹。这
是因为宽幅软包装印刷商在加工大批量活件时具有明显优势，但
在处理小批量产品方面稍显逊色。譬如，宽幅CI柔印机或凹印机
加工商眼中的“短版活”，在窄幅轮转印刷企业那里就是“中版
活”。倘若软包装企业从事收缩膜套标加工，印刷机的设置时间
会明显增加，这便成就了窄幅轮转印刷企业，使得收缩膜套标加
工成为不干胶标签加工企业转型的第一大抓手。
目前，收缩膜套标市场是仅次于压敏胶和湿胶标签的第3大
标签市场。根据Smithers报告，自2019年至2024年，套标市场
年均增长率将达到6.9%，是所有标签形式中增长速度最快的。而
且，收缩膜套标的市场也不仅限于食品和饮料，它已经扩展至医
药、保健品、洗漱用品、医疗美容、工业和家庭清洁等多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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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印刷技术在进步，而且这些进步会在今
年12月7—10日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
2021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Asia
2021）上集中展示，让我们可以突破标签印刷，
深入更多的蓝海市场，不断发现新的商机。”
主要的套标形式

方兴未艾的软包装印刷
随着印刷技术的不断精进，在品牌商的期待下，软包装印刷为
窄幅轮转标签印刷企业打开了一扇多姿多彩的大门。
就市场而言，已经从标签短单中尝到甜头的品牌商寄希望于其
他新型包装，这时印刷方式接近的软包装，尤其是形式多样的立式
包装成为了他们的首选。由于能覆盖不同的人群、品牌多SKUs，
却无需占用更多的仓储，低产品淘汰率，再加上可个性化定制，
都让软包装火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火了起来。根据Smithers
Pira发布的《到2026年的全球软包装的未来》预测，随着全球经
济及订单的逐渐复苏，以及国际贸易流量恢复，全球消费需求将
在2021年回暖，而软包装领域，按产品总量计算，预计复合年增
长率（CAGR）为3.4%，到2026年，总消费量将达到3750万吨。
上世纪90年代收缩膜套标出现时，大部分软包装产品都是在
宽幅CI柔印机或凹印机上完成的。为了追求速度和产量，订单间
的相互转换就显得比较慢，且印前成本高、浪费大，所以加工小
批量活件尤其不划算。
同时期，软包装印刷机制造商加快研发步伐，重在满足宽幅
无支撑薄膜的印刷，并且不断扩大幅宽范围。在此情况下诞生的
新型“中幅”印刷机的幅宽已经达到670mm，在印刷宽幅收缩膜
套标和软包装时，要比窄幅印刷企业使用的所谓的“大幅面印刷
机”更高效，浪费更少。
同时代高速发展的还有数字印刷机。自2014年惠普公司推
出幅宽为30英寸的HP 20000以来，中幅印刷机市场风起云涌。
对于不干胶标签加工商来说，将软包装和收缩膜套标加工纳
入现有的不干胶标签加工体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最大的
好处便是可以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为品牌商不同的产品提
供统一的色彩管理，使得品牌商的交流、生产计划与物流安排变得
简单、顺畅。即使是不同的订单，涉及不同种类的标签或软包装，
都可以由一家企业印刷，并完成后期的打包、配送。
由此，品牌商获得了更紧凑的时间安排与生产控制，减少了
书面文件与报告，只需认证一家印刷企业即可，无需同时与多个
企业打交道。

收缩膜套标加工必备技巧
在印刷领域，相比较，收缩膜套标和软包装印刷都是利润率
较高的两个部门。这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两个行业的进入门槛高，
对设备有特殊要求，更重要的是因为技术有难度，易形成壁垒。
首先，加工收缩膜套标和软包装时，传统印刷机需要热管理、
自动校准控制以及闭环的张力控制。热管理可以通过冷却鼓，但随
着技术的进步，印刷机制造商开始采用UV LED固化方式替代，以
减少热量转移。
其次，成功的收缩膜套标加工在于企业对关键技能的掌握，
以及不断积累的实操经验。收缩膜套标加工的难点在于标签收缩

后如何确保油墨的附着力和柔韧性。这是因为在热收缩过程中油
墨会被压缩，墨膜将变得坚硬，造成开裂，而油墨裂纹直接会影
响到最终产品的印刷效果。当印刷墨层较厚时，这个问题就会变
得更加复杂。
加工收缩膜套标另一个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是油墨的迁移。
若容器为金属或玻璃材质，则可以很好地隔绝油墨，防止油墨迁
移。一旦采用的是塑料容器就得选择低迁移性油墨，以避免油墨
向内容物渗透。
就使用的设备而言，收缩膜套标加工商除了基础的印刷设备
外，还需配备合掌机、收缩烘炉以及后续的检测设备等。在标签
设计阶段，加工商还须认真考虑图案预变形问题，利用专业软件
对图案进行补偿，以确保印刷后的图文能以正确的形态和尺寸呈
现在容器上。除此之外，加工商还需要了解各种收缩烘炉的工作
原理及其特性，理想状况下，应在批量生产前进行小批量测试。
为此，部分有经验的收缩套标加工商会投资小型加工设备、收缩
烘炉，在正式生产前，先完成内部测试。

软包装加工必备技巧
软包装加工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多层结构的薄膜材料。目
前大部分企业从事的是初级包装加工，而不是像标签一样的二级
包装。
这需要加工商全面了解纸张、箔和薄膜等不同基材的各种特
性，比如它们的阻隔性能，以及材料在多层结构中是如何相互作
用的。
除此之外，加工商还需精通油墨、涂料等专业知识，知道哪
些油墨和涂料耐封闭温度。他们还需要了解各种干燥/固化方式，
如热风干燥、UV固化和UV LED固化，针对不同材料或涂料能够
提出具体的固化方案。作为软包装印刷商，油墨的迁移问题同样需
要考虑，针对食品应用，应选择低迁移性UV或UV LED固化油墨。
不同的包装密封方式需要采用不同的加工技术。比如不同的
内容物，如液体、粉状物质、啫喱、乳霜和固体，须采用不同的
密封方式。理解并掌握填充、密封系统的操作方式也同等重要。
加工商还需要配备专业化的印后加工设备和团队来处理不同厚度
的材料和材料张力问题，与标签相比，软包装材料更难加工且不
稳定，印后环节也容易出现问题。
专业的销售团队是软包装加工企业的灵魂之一。销售人员对
客户的了解和有效引导，以及他们回复客户问题的速度和方式都
决定了订单的成败。
与标签不同，软包装市场以大批量印刷为主，这需要加工商
与材料、油墨等供应商建立良好的供货关系，确保及时供货。软
包装加工商本身也需要一定的仓储能力，来容纳各种耗材、辊和
分切设备等。

市场观察

“倘若软包装企业从事收缩膜套标加工，印刷
机的设置时间会明显增加，这便成就了窄幅轮
转印刷企业，使得收缩膜套标加工成为不干胶
标签加工企业转型的第一大抓手。”
“由于能覆盖不同的人群、品牌多SKUs，却无
需占用更多的仓储，低产品淘汰率，再加上可
个性化定制，都让软包装火了，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火了起来。”
蒸蒸日上的折叠纸盒市场
折叠纸盒市场是窄幅轮转标签加工商另一个可灵活参与的市
场。窄幅轮转印刷机经过特殊规格定制，便可以处理较厚的材料，
还可连线平板模切机或轮转模切系统。
经典案例来自总部设在英国的Reelvision公司。这间公司专业
从事医药、医疗、个人护理以及快消品纸箱加工。该公司新近投资
购买了一台8色、540mm幅宽的Edale FL-5纸箱生产线，配置一台
FDC 600卷筒式平板模切机。自2007年以来，Reelvision便开始
了与Edale的合作征程，当时Edale正执着于研发面向纸箱厂的新
一代单通道软包装印刷机及平板式模切机，这正是FL-5的前身。
摩洛哥Imprimerie Ideale公司也安装了一台FL-5印刷机，这
是一台幅宽为510mm的八色印刷机，内置丝网模块和旋转模切单
元，可连线模切、压凸和切单张。公司CEO Youssef Ajana先生
表示，旋转模切主要用于加工长版活，其第一台设备配置的是平
板式模切机，主要用于中短版活件的加工。
毫无疑问，对于标签加工商而言，纸叠纸盒市场是一块“难
啃的骨头”。不知道未来数码印刷机及其印后发展是否能满足标
签加工商进军小批量纸盒市场的心愿。
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几款数字纸盒印刷机，但并未引起标
签加工商的关注和更多兴趣。早在2013年在布鲁塞尔举办的欧洲
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上，HP Indigo曾与Scodix和Highcon共同展
示过一款HP 30000纸箱印刷机，并在现场演示了从活件建立到模
切、再到折叠成成品的全数字化工艺。
最近，赛康也演示了短版纸箱的加工全过程，包括印刷、纸
盒折叠上光，通过一台Bograma BSR 550完成离线模切，最后在
一台Herzog+Heymann单元上完成涂胶、折叠成型的全过程。赛
康公司营销副总裁Filip Weymans先生坦承表示，这套系统并未
激起标签加工商的足够兴趣，他们更感兴趣的还是如何加工立式
包装和纸杯。从实际购买情况来看，HP 30000的买家多为经济
实力雄厚的大型印刷厂，他们可能拥有多间工厂，其中的某一间
工厂专业从事标签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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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所说的“品牌印刷”，主要指针对POP广告展示、
车身广告、店内悬挂条幅、海报、标识、直邮、促销物品、墙面
装饰、壁画以及展览会现场使用的展板、宣传材料等产品的印刷。
窄幅轮转标签印刷加工商是否会对上述市场感兴趣，他们是
否有意愿投资这个市场，需要怎样的投资规模？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品牌/零售领域近些年
发生了哪些巨变。这是个品牌/零售领域快速更迭的年代，短时间
内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新秀”，它们快速抢食传统品牌商市场份
额，且非常善于利用社交媒体进行传播，形成自我裂变。过去打
造一个品牌平均需要20年，现在仅需要2年时间，而且任何品类
单点突破的窗口期越来越短。
由于时间短，“新品牌”不可能像传统品牌那样为所有商品
建立成熟且完善的市场供应链，包括营销辅助渠道，比如店内展
示装置、标牌、室内外广告，甚至是用于展会宣传的小册子、样
品等都需要新的合作渠道。
在商业印刷领域，通常会使用宽幅喷墨印刷机来印刷上述产
品。宽幅印刷机的定义是：幅宽为45—254cm宽度的印刷机。拥有
更大幅宽的设备称为巨幅（Grande）或超宽幅（Ultra Wide）。本
文，我们聚焦于前者—幅宽在45—254cm之间的印刷机。
这些年，标签领域购买宽幅印刷机的企业越来越多，这也是
吸引罗兰公司参加Labelexpo展览会的重要原因。
英国Baker标签公司为窄幅轮转印刷企业打造了标杆。它原
本是一家纯数字印刷企业，在采购柔印机后构建出全新的“商业
印刷”模式，并就此成立专门部门作为数码印刷的补充，目前这
个新部门主要提供数字软包装印刷业务。
从这个部门的配置来看，它采用罗兰Versa UV喷墨印刷机、
罗兰Soljet ProIII宽幅打印机、 Matrix覆膜机和Graphtec分段切绘
机。后来，公司又添置了理光C5100彩色激光打印机和理光Pro
C7200x数码印刷机。
理光Pro C7200x数码印刷机可谓是一台“全能”设备，横跨
商业印刷与包装印刷。这台4色碳粉类印刷机还可增加不透明白
色、隐形红色、霓虹粉和黄色碳粉。其连线的印后装置可以加工
双面打印好的小册子。
该公司执行董事Steve Baker表示：“我们的主营业务仍是卷
筒纸标签，但通过这些设备我们不仅可以提供上乘的产品质量，还
扩充了产品范围，能为市场提供更多选择。像一些极短单、打样的
活件或是模型类产品，就不用通过主机印刷，这样收益更高。”

结束语
正如前文所说，这是一个品牌/零售领域快速更迭的年代，各
大品牌商正以“奔跑”的速度迎合新型消费者，作为服务于品牌
商的标签加工企业焉能坐以待毙？
好在印刷技术在进步，而且这些进步会在今年12月7—10日于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2021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Labelexpo Asia 2021）上集中展示，让我们可以突破标签印刷，深入更
多的蓝海市场，不断发现新的商机。

切实可行的商业印刷

深 入 了 解 2021亚 洲 国 际 标 签 印 刷 展 览 会 （ Labelexpo

由塔苏斯集团主承办的品牌包装印刷系列展览会（英
文：Brand Print Global Series），是全球标签印刷系列展览会
（Labelexpo Global Series）的姊妹展。它曾对标签加工商发出
过一项问卷调查，其中一道问题是：“商业印刷是否能成为企业
新的商业领域？”

Asia 2021）展会筹备情况及展会亮点，请访问：www.
labelexpo-asia.com.cn，或请微信关注“亚洲标签印刷展
览会”小程序。

视界升维
行稳致远

只有充分了解行业发展态势，企业才能及时响应客户需求，紧跟客户前行步伐，进而调整经营
战略，顺势而为，抢占先机。

参观2021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您将以全景视角，临瞰标签与包装印刷行业内的最新技术
和解决方案。
与数万名行业同仁一道，在为期四天的展会里，集中会晤全球领先供应商，观百场开机演示，见
千种前沿技术，知行合一，为您的业务发展做出最佳选择。
高效增长 有我助力：
2021亚洲国际标签印刷展览会 | 2021年12月7—10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请登录：LABELEXPO-ASIA.COM，在线预注册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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